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8807 「台灣製造-檳榔西施」吳瓊華複合/裝置藝術展. 2010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6001 中世紀法文音韻的源頭與流變: 以第九至第十五世紀之文學文本為例翁德明著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3654 半里長城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661 莎姆雷特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678 京戲啟示錄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685 女兒紅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715 三人行不行. I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722 三人行不行. II, 城市之荒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739 三人行不行. III, OH!三岔口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746 三人行不行. IV, 長期玩命 李國修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933753 三人行不行. V, 空城狀態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760 婚前信行為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777 民國76備忘錄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784 西出陽關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791 沒有我的戲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807 民國78備忘錄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814 港都又落雨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821 救國株式會社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INK印刻文學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21001~10212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A7958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iriti Press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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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33838 鬆緊地帶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845 蟬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852 徵婚啟事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869 太平天國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876 未曾相識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883 我妹妹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890 婚外信行為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906 北極之光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913 好色奇男子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920 昨夜星辰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3937 六義幫 李國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122 浣熊 葛亮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337 惡魔的習藝 成英姝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351 1989-1994文學回憶錄. 古代之卷 木心講述; 陳丹青筆錄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3368 1989-1994文學回憶錄. 中世紀之卷 木心講述; 陳丹青筆錄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3375 1989-1994文學回憶錄. 十八-十九世紀之卷 木心講述; 陳丹青筆錄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3382 1989-1994文學回憶錄. 二十世紀之卷 木心講述; 陳丹青筆錄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3443 字頭子 瓦歷斯.諾幹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3450 字頭子 瓦歷斯.諾幹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3412 你怎能不愛上辯論?: 亦恩的辯論天堂 賴亦恩, 林照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498 寶島大旅社 顏忠賢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3504 寶島大旅社 顏忠賢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3528 河流 房慧真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535 大肚城,歸來 趙慧琳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481 蕭碧燕教你: 退休,靠基金就對了 蕭碧燕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0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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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8225 馬經濟,大危機: 馬英九要重修的7堂管理經濟學 鄧予立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306 拾荒旅行 Sono E.作.攝影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513 小幻影 姚瑞中作 2013-08-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4625 富家子: 費茲傑羅短篇傑作選. 2 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著; 劉霽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5615 其實貴人在你身邊 馬華英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4211 行政科法典 一品法學苑編 2013-08-00 六版 平裝 2

9789865994242 會計師法典 張建昭主編 2013-08-00 六版 平裝 2

9789865994259 財稅法典 張建昭, 張清主編 2013-07-00 七版 平裝 2

9789865994280 模範新六法. 公法編 一品法學苑謹編 2013-09-00 八版 精裝 2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一品

送存冊數共計：1

Waterfall Ltd.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人

送存種數共計：1

SOLO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onoE.旅行攝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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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94297 模範新六法. 刑事法編 一品法學苑謹編 2013-09-00 八版 精裝 2

9789865994303 一品小六法 林誠二, 林東茂監修 2013-09-00 六版 平裝 2

9789865994310 民法 李洙德, 周宜鋒作 2013-08-00 三版 平裝 2

9789865994327 勞資關係 吳全成, 馬翠華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2

9789865994334 模範新六法. 民事法編 一品法學苑謹編 2013-09-00 八版 精裝 2

9789865994341 國際金融概論 何淑熙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94341 國際金融概論 何淑熙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94358 刑法分則實用 陳煥生, 劉秉鈞著 2013-09-00 四版 精裝 2

9789865994365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勞工法規與就業安全) 吳全成, 馬翠華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2

9789865994372 警察情境實務 李修安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2

9789865994389 猶爭造化功: 追憶山田師 林東茂作 2013-11-00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1126 敦子的食堂 佐藤敦子著; 黃碧君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5319 草本新鮮的飲食筆記 草本新鮮.小b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3286 生活家的器物 米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3293 在移動的餐桌上,旅行 Boya Lee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413 Nara Note奈良手記 奈良美智著; 王筱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420 小小巴黎廚房: 120道在家就能輕鬆料理的經典法式佳餚邱瑞秋(Rachel Khoo)著; 胡學玲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437 餐桌上的點點滴滴. 秋冬篇 高山直美著; 貓兒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444 無用的日子 佐野洋子著; 王蘊潔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050 一貫道藏. 祖師之部 林榮澤主編 2012-12-00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5904067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2013-02-00 初版 精裝 第21冊 1

9789865904081 一貫道學研究. 首卷, 歷史與經典詮釋 林榮澤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098 一貫道藏. 義理之部 林榮澤主編 2013-03-00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送存冊數共計：28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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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04104 道書藏要 林榮澤主編 2013-05-00 初版 精裝 第1輯 1

9789865904111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2013-03-00 初版 精裝 第22冊 1

9789865904128 一貫道藏.義理之部 林榮澤編著 2013-04-00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5904135 一貫道藏. 史傳之部. 3. 白陽史紀, 第一部 林榮澤編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04142 執中貫一: <>聖訓淺釋 林榮澤講述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159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2013-07-00 初版 精裝 第23冊 1

9789865904166 師母的五大承擔 林榮澤講述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173 道書藏要 林榮澤主編 2013-08-00 初版 精裝 第2輯 1

9789865904180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2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7764 吳丁賢油畫集. 2013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3244 大阪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黃文玲翻譯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251 東京文學散步: 漫步名著的舞台與文豪的淵源地神保町文學散步俱樂部著; 陳柏瑤翻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268 ART關西: 京阪神玩藝散步MAP 京阪神L雜誌社著; 吳枝美翻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275 京都案內帖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懷文翻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282 東京案內帖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周葶葳翻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299 東京大步帖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著; 賴惠鈴翻譯 2013-10-00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903305 玩美巴黎店店遊: 流連在可愛雜貨、咖啡館、甜點的旅行Yuka Matsuhashi著; 吳枝美翻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463 精通標準化病人 高聖博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力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3

九十九度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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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0009 陰間玩伴 帕奇那著; Evan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047 改變,才能看見機會 廖慧淑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054 血咒午夜場 帕奇那著; Evan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078 光療指繪完全事典A to Z Boutique社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085 吃對了不會胖!100個飲食瘦身法 滕家瑤總編輯; 碧詠國際翻譯社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092 中脈七輪轉化瑜珈. 進階篇: 拙火覺醒 畢迪安南達, 黃蓉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122 神奇的自律神經自療法 小林曉子作; 王慧娥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139 四季抹茶甜品&飲料 阿披史.帕拉頌素(Apisith Prasongsuk)作; 黃婷婷翻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146 KOBA式體幹力訓練 木場克己著; 柯思睿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177 靈辰1:46 帕奇那作; Evan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184 進擊的人生!想很多,不如放膽做: 夢想沒有「完美的開始」只「有立即的行動」!廖慧淑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207 日常行旅插畫手記: 用畫畫紀錄每一個難忘的時刻羅安琍作.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214 時尚光療指繪應用全書 呂正順, 金壽賢, 文敬珉作; 廖佩玲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600 中醫師的養生餐桌. 瓜果蔬菜篇 王鳳岐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7617 CRM銷售心法 李品睿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06181 當妳愛上他,妳就不是原來的妳: 愛情不僅改變妳的人,也改造了妳的靈魂和命運陳默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198 容許自己再退一步,人生不會有絕路: 盲目向前不等於勇敢,學會後退也不代表懦弱Sphinx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204 上帝不是宅配員,祂是一棵樹: 上帝送的禮物無所不在,只是不會放在你家大門口張璞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211 其實,我不是我,你也只是一朵雲: 萬物都是雲朵,你和你的苦樂煩惱也是吳九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3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本自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3

第 6 頁，共 617 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7800 培育智力的秘密 七田真著; 陳秀桂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7817 不能說出的秘密 七田真著; 陳秀桂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7824 神奇胎教的秘密 七田真著; 陳秀桂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7831 右腦學習的秘密 七田真著; 陳秀桂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7848 親子催眠的秘密 七田真著; 陳秀桂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7038 女人就愛男人這麼追: 成為更有自信、快樂和社交能力的男人理查.拉.羅納(Richard La Ruina)作; 劉玉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9298 麻醉護理師袖珍指南 Lynn Fitzgerald Macksey原著; 程廣義, 邱舜麗等編譯2013-09-00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418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文史專輯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 謝四海主編2013-10-00 平裝 第11輯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7423 食仙 神聖智狼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430 食仙 神聖智狼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67447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454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冊數共計：8

九星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林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七田真超右腦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十色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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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67003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010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67027 丹警 靜夜寄思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034 丹警 靜夜寄思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67041 弒禪 蕭瑟朗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058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67065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67072 弒禪 蕭瑟朗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67089 弒禪 蕭瑟朗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67096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67102 超級鏡像 瘋狂冰咆哮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119 超級鏡像 瘋狂冰咆哮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67126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67133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167140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67157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67164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167171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167188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167195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167201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167218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167225 超級鏡像 瘋狂冰咆哮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67232 超級鏡像 瘋狂冰咆哮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67249 弒禪 蕭瑟朗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67256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263 海盜公爵 閒來無事, 蛀牙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324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167331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167348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167270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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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67287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67294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167300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67317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67355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167362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167379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167386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167393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167409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167416 海盜公爵 閒來無事, 蛀牙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7687 張步桃治過敏: 簡易去除過敏DIY 張步桃著 2010-11-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301 慚愧僧文集 釋大願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集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450972 人乘佛教歌曲集 聖開導師等作詞; 釋覺威等作曲;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2013-08-00 初版 精裝 第1集 1

9789570450989 佛法在生活中歷練成功: 二00九年三月一日於臺灣臺南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50989 佛法在生活中歷練成功: 二00九年三月一日於臺灣臺南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3

二魚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46

九思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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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3079 健康北歐菜 謝一新, 謝一德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086 好男人愛下廚: 親密共餐95道料理 李耀堂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109 一個人的三條河 閻連科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123 時序在遠方 林餘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708 佛光山: 我們的報告 妙開法師主編 2013-08-00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7564 誰怕艾未未?: 一個藝術家的美學政治之路 徐明瀚編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5842086 人性箴言: 偽善是邪惡向美德的致敬 弗朗索瓦.德.拉羅什福柯(Francois de La Rochefoucauld)著; 黃意雯譯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42093 下一個十年: 全球變局大預測 閻學通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109 紅色大布局: 中國錢進非洲的真相 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著; 沈曉雷, 高明秀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116 尋路中國: 長城、鄉村、工廠,一段見證與觀察的紀程何偉(Peter Hessler)著; 賴芳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2123 奇石: 從城市到荒野的另類紀實 何偉(Peter Hessler)著; 吳美真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130 抗爭者 許知遠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48128 美少年之夢 管家琪著; 劉彤渲圖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8333 精靈的耳語 鄭淑麗著; 李月玲圖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8845 我的爺爺是超人 鄭丞鈞著; 徐至宏圖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033 溫夫人的扇子 王爾德(Oscar Wilde)著; 余光中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4449040 雅舍散文二集 梁實秋著 2013-11-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064 從天而降的小屋 張經宏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人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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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449064 從天而降的小屋 張經宏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071 理想丈夫 王爾德(Oscar Wilde)著; 余光中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4449095 不可兒戲 王爾德(Oscar Wilde)著; 余光中譯 2013-10-00 增訂初版 平裝 2

9789574449101 在奇萊山上遇見熊 馬景珊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4449118 唐詩三百首新編今讀. 1. 自然、社會篇 李元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125 唐詩三百首新編今讀. 2 . 人生、藝術篇 李元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132 舞獅少年的天空 潘怡如著; 許育榮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4449149 打破的古董 杏林子著 2013-11-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4449156 落跑這一家 陳維鸚著; 李月玲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194 給愛麗絲 李時雍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6109 九藏喵窩動畫設定集 森野樹主編輯 2013-08-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2198 環保生活出發 朴賢姬文; 田振京圖; 蕭素菁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235 昆蟲世界 教元(Kyowon)著; 李紫蓉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242 天上飛的動物 教元(Kyowon)著; 李紫蓉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259 水裡的動物 教元(Kyowon)著; 李紫蓉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266 陸地上的動物 教元(Kyowon)著; 李紫蓉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310 樹林裡 莫里斯.普雷傑(Maurice Pledger)著; 李紫蓉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327 大海洋 莫里斯.普雷傑(Maurice Pledger)著; 李紫蓉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334 恐龍 莫里斯.普雷傑(Maurice Pledger)著; 李紫蓉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341 沒事,沒事 山姆.麥克布雷尼(Sam McBratney)文; 伊凡.貝茲(Ivan Bates)圖; 李紫蓉譯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358 不要吃不良食品! 明承權文; 李裕真圖; 邱敏瑤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372 吼唔!吼唔!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389 汪汪!汪汪! 道恩.西里特文; 賴美伶翻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1

九藏喵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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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0370 百歲醫生教我吃對才健康: 15種健康正確的飲食習慣日野原重明, 天野曉著; 陳惠莉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9141 出國這句英文怎麼說? Kerra Tsai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39158 媽呀!我玩到出書了 東方食宿網環島夢想家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9165 不懂韓語拼音也能背單字 Rick Wang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39172 改變我賺錢能力的10件事 楊倩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9189 這些湯徹底改變了我. 3, 100道人氣煲湯 吳吉琳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9196 有求必應的三大關鍵 拜對神 拜對時間 說對請求廖美然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348 La storia delle ciminiere Hsukung LIU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8965355 Historia de las chimeneas Hsukung LIU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8965362 Histoire de cheminées Hsukung LIU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8965386 The story of chimneys Hsukung Liu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8965393 Der kleine dieb A-yo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9008709 C’è stato un ladro! A-yo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9008716 Hay un ladrón A-yo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9008723 Il y a un voleur! A-yo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9008747 There is a Burglar! A-yo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7669 新臺灣新歷史 林麗容撰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67676 商業法語 林麗容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9

上大聯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大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三三數位文創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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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95972 有麻煩了! 伊波納.荷密艾雷波絲卡(Iwona Chmielewska)文.圖; 張琪惠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7295989 三隻母雞和孔雀 萊斯特.L.雷明內克(Lester L. Laminack)文; 亨利.柯爾(Henry Cole)圖; 黃筱茵翻譯2013-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508 如是我聞 張悅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2515 浮萍歌聲 戴之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1871 地理辨正秘傳補述 黃家騁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1895 九宮數財運學 謝宏茂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1901 風水正訣與斷驗 黃家騁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1918 暴怒中國 福來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1925 正宗開運陽宅學 黃家騁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1932 增補洪範易知 黃家騁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1956 占卜求財靈動數 顏兆鴻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1963 盲派算命秘術 劉威吾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1970 健康指壓與腳相 大元書局編輯部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1987 易經管理學 丁潤生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1994 研究占星學的第一本書 黃家騁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008 皇極大數.易學集成 黃家騁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015 永樂大典風水珍鈔補述 黃家騁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022 九宮數行銷管理學 謝宏茂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039 開運聖經. 2014年 中華民國宗教弘法協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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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7304 火山的故事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311 動物明星大會串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328 胖寶寶: 豬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335 最受歡迎的動物: 貓熊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342 一大群的力量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359 神奇的光和色彩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366 活動眺望臺: 長頸鹿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373 深埋地底的寶物: 黃金、煤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380 陸地之王: 大象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397 人類的遠親: 黑猩猩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002 長壽的烏龜家族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019 優雅的草原王子: 馬、斑馬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026 化腐朽為神奇的土壤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033 夜晚的小精靈: 螢火蟲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040 蟋蟀、蝗蟲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057 孔武有力的黑將軍: 獨角仙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064 記載地球成長史: 礦石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071 郵票的故事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088 蘋果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095 和樹木做朋友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101 紡織高手: 蜘蛛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118 生機盎然的野花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125 楊桃.火龍果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132 現代生活大功臣: 電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149 紋白蝶.蟬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156 清涼一夏: 西瓜、百香果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163 讓食物更美味的食鹽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170 玫瑰花.蝴蝶蘭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5

小牛頓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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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81187 冷面殺手: 蠍子、蛇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194 爬蟲家族的小霸王: 蜥蜴、鱷魚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200 人類最好的朋友: 狗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217 頑皮的搗蛋鬼: 貓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224 芒果.奇異果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231 陸地征服者: 苔蘚、蕨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248 苦瓜、青蔥、山葵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255 番薯、芋頭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262 以螺殼為家的: 寄居蟹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279 小水鴨.黑面琵鷺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286 海中的好朋友: 海豚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293 臺灣的海岸沙丘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309 飛行技術一流的: 蜻蜓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316 自己蓋房子的貝類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323 癩蛤蟆.青蛙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330 海洋歷險記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347 蘆筍.竹筍.筊白筍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354 蘿蔔.馬鈴薯.甘蔗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361 餐桌上的主角: 稻米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378 菱角田的凌波仙子: 水雉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385 圖書館之旅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392 田裡的祕密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08 走,看雲去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15 看月亮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22 臺灣珍稀動物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39 大豆.花生.芝麻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46 寄生植物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53 虎頭蜂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60 臺灣藍鵲.燕子.五色鳥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77 海膽.海星.河魨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84 章魚.烏賊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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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81491 巧克力.咖啡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4608 夫子跳曼波 吳佳盈執行編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44677 黃榮禧近作展 朱雨平, 陳薇如執行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44684 Staggering matter. 2011 陳薇如執行編輯; 劉微明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44691 周流.複歌: 徐永旭 陳薇如執行編輯; 劉微明翻譯 2012-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39601 萬歲/山水 朱雨平, 蔡雲琪執行編輯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39618 蘇笑柏. 2010-2012 2012-10-00 平裝 全套 1

9789868839625 指虛錄: 林鉅 旋元佑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9632 遙遠的與鄰近的那些事物: 王雅慧/個展 朱雨平, 蔡雲琪, 吳麗莉執行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9656 姚瑞中萬萬歲 陳薇如, 李芷廷執行編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39663 常玉: 中國現代主義藝術的先鋒 王嘉驥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9670 微風的聲音.尋常的事 朱書賢作 ; 王怡文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9687 氤氳渺邈 2013-08-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839694 感性.秩序: 曲德義個展. 2013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6205 非零點: 薛保瑕抽象藝術展. 2013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6212 遙遠的信件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6229 Romance of NG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57345 清代史學與史家 杜維運著 2013-11-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7925 愛國學人: 紀念丘宏達教授學術研討會會議實錄暨論文集陳純一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7925 愛國學人: 紀念丘宏達教授學術研討會會議實錄暨論文集陳純一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7987 紀錄片: 歷史、美學、製作、倫理 李道明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144 國際金融理論與實際 康信鴻著 2013-09-00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58182 刑法各論 甘添貴著 2013-09-00 修訂三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6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0

大未來耿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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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458205 國文 三民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458212 臺灣現代文選 向陽, 林黛嫚, 蕭蕭編著 2013-08-00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8250 勞動基準法論 林豐賓, 劉邦棟著 2013-08-00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58274 證券交易法導論 廖大穎著 2013-08-00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58281 刑法總論 蔡墩銘著 2013-08-00 修訂十版 平裝 1

9789571458298 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憲政體制的原理與實際 蘇子喬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304 消費者行為: 成功行銷的必備要素 張永正著 2013-09-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8328 兩岸關係與政府大陸政策 郭瑞華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335 物權法實例研習 劉昭辰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342 商業簿記 盛禮約著 2013-08-00 修訂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458359 稅務會計 卓敏枝, 盧聯生, 劉夢倫著 2013-09-00 修訂二十六版 平裝 1

9789571458366 無敵閱讀測驗王 郭慧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380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蘇嘉宏, 吳秀玲編著 2013-09-00 修訂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458397 民法 郭振恭著 2013-09-00 修訂十版 平裝 1

9789571458403 法學概論 陳惠馨著 2013-09-00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8410 民法繼承新論 陳棋炎, 黃宗樂, 郭振恭著 2013-09-00 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571458427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自學手冊 季子欽, 林怡慧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458434 商事法 潘維大, 范建得, 羅美隆著 2013-09-00 修訂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458441 旅運經營與管理 張瑞奇著 2013-09-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8458 公司法論 柯芳枝著 2013-09-00 修訂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458465 證券交易法論 吳光明著 2013-09-00 增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8472 刑法分則實例研習: 國家、社會法益之保護 曾淑瑜著 2013-09-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8489 外交生涯縱橫談: 芮正皋回憶錄 芮正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496 中國現代史 薛化元, 李福鐘, 潘光哲編著 2013-09-00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58502 他鄉變故鄉: 美國亞裔族群史 陳靜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519 形上學要義 彭孟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526 臺灣開發史 薛化元編著 2013-10-00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58533 刑法總論 余振華著 2013-10-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8564 心理學導論 溫世頌著 2013-10-00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8571 法國史 吳圳義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8595 民事訴訟法 陳榮宗, 林慶苗著 2013-11-00 修訂八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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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1317 漢宮艷后: 衛子夫 張雲風著 2011-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51898 秋天的憤怒 張煒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1904 海邊的風 張煒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1911 請挽救藝術家 張煒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1928 鑽玉米地 張煒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1935 秋雨洗葡萄 張煒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1942 採樹鰾 張煒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1959 狐狸和酒 張煒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1973 中外文化交流的軼聞趣事 魏秀春, 付偉, 劉桂枝編著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1980 魏晉原來是這樣 張程著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1997 李光耀: 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 韓福光等合著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000 世界歷史有一套之老大的英帝國 楊白勞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017 大哥說莫言 管謨賢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024 蘭陵王傳奇 張雲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031 西漢原來是這樣 醉罷君山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048 南北朝原來是這樣 張程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055 世界歷史有一套之德意志是鐵打的 楊白勞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7914 屬天羅曼史: 一個不看夜診的牙醫信仰之旅 林誌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8333 好骨怪成妖記 施養慧作; 李長駿插畫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7

上行詩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7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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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88432 雲遊四海變變變 洪國隆作; 巫伊圖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517 無敵懶惰蟲 李維明文; 大尉圖 2013-07-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88524 愛打架的獨角仙 柯心平文; 徐建國圖 2013-07-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88531 聖誕老公公不見了 可白文; 達姆圖 2013-07-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88548 帥帥王子不洗澡 林翔文; 陳又凌圖 2013-07-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88555 愛生氣的小王子 陳可卉文; 巫伊圖 2013-07-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88562 不會游泳的青蛙 阿德蝸文; 陳又凌圖 2013-07-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88616 香腸班長你欠打: 小五皮在癢 鄭宗弦文; 任華斌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630 樹頂的藍天 李光福文; 徐建國圖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88647 懶惰,懶惰,朵瑞米發 子魚文; 法蘭克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8501 千里光之窗 李長溪, 周素瑛作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7703 走過萬水千山 最愛是臺灣: 宋楚瑜與斯土斯民的深情故事大官文化工坊編輯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97827 我不管!沒錢也要去首爾玩. 2: 豬V的首爾一日小旅行豬V小姐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8664 劫持白銀 東野圭吾作; 緋華璃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8732 學會斷捨離職場媽咪不加班: 拯救忙碌媽咪的一石四鳥時間管理術!馬場事務子作; 連雪雅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8756 關鍵3點美腿操,大腿一週瘦5cm: 掌握腳跟、腳尖、膝蓋,早中晚一個POSE,不必拼命抽筋抬腿,還能豐胸翹臀!蓮水花音著; 蕭雲菁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2298770 科學實驗王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298831 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卷七, 那人卻道,海棠依舊關心則亂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8916 將軍在上,我在下. 2, 一枝紅杏爬進牆 橘花散里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1

千里光藥園休閒農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官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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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298923 無法呼吸.II: 炙熱 瑪亞.班克斯(Maya Banks)著; 俞羲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8930 與人對話. 2, 唯一重要的事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作; 謝明憲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2298947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298954 最無憂的老後: 精神科名醫帶你遠離熟齡憂鬱的76個快樂提案保坂隆著 ; 王慧娥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2298961 改變人生,從跑步開始!: 甩掉120磅、啟動新生活的汗水旅程班.戴維斯(Ben Davis)著; 錢基蓮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2298978 精.瘦.美. 2, 貼身教練Kimiko's魅力有感塑形: 讓Kimiko陪你一起練,幫身材打好版,胸腰、臀腿一次美到位!Kimiko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98985 經典美鞋圖鑑. 2013春夏版 三采文化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8992 無毒外食革命: 日本最懂吃的醫學博士,教你拒絕外食毒的34種安心飲食蓮村誠著; 蕭雲菁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2299005 新唐遺玉. 3,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三月果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012 彩色簽字筆簡單塗鴉最可愛! 我那霸陽子著; 連雪雅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2299029 當女人穿到男男獸人的世界. 3, 鍾情 司徒妖妖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036 生於望族. 6, 烽火縫嫁衣 柳依華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043 一天10分鐘快速上手畫畫筆記 金忠元作; 王中慧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99050 芬蘭尋寶記 STORY.a原作; 姜境孝原繪; 徐月珠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067 簫傲金宮. 7, 攪亂金宮一鍋粥 張廉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074 簫傲金宮. 8, 滿月的幸福旋律 張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081 那些再與你無關的幸福 杜佳玲總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098 大往生: 最先進的醫療技術無法帶給你最幸福的生命終點中村仁一著; 蕭雲菁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2299104 找到小家的味道: 跟著家居記者突擊25間個人風格小家蔡婷如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111 博物館驚奇大冒險 Gomdori Co.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99128 楓之谷數學神偷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徐月珠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299135 雨林冒險王 洪在徹文; 李泰虎圖; 徐月珠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299142 時光探險隊. 3, 林布蘭的夜間巡邏 南相旭文; 金江浩圖; 徐月珠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159 琳達誌: 紐約客的巷弄生活 Linda Huang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2299166 給自己一個自在的窩居: 吳啟民的多漾美式居家吳啟民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173 不再拖拖拉拉的10個行動魔法 黃銀瑛作.繪; 徐月珠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180 小窩輕.改.造: 一個人搞定小預算、大效果的裝修訣竅蔡景嬉, 虎柔晶作; 楊雅純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2299197 廚藝解構聖經: 20秒迅速醒酒,炒蛋要嫩就嫩,牛排熟度零失誤,新手也能挑戰米其林經典料理提摩西.費里斯(Timothy Ferriss)著; 陳正益, 鄭初英譯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203 將軍在上我在下. 3, 十里狼煙牽子行 橘花散里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210 孫悟空科學72變. 5: 重力魔獸的復活 孫永云, 金蘭英文; 李世京圖; 徐月珠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227 增強孩子免疫力6倍的體溫祕密: 日本養生權威石原結實最認可的育兒建議,體溫高1度C,孩子不生病、不過敏石原新菜著; 石玉鳳譯 2013-08-00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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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299234 科學實驗王. 21, 氧化與還原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299241 新唐遺玉. 4, 菊殘猶有傲霜枝 三月果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258 一畫就愛上!超簡單超萌美少女. 5, 嬌羞蘿莉塔篇(萌)表現探求小組, 角丸圓原作; 王慧娥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2299272 科學神探的調查事件簿. 2, 黑色星期五的暗巷 黃文琡文; 金二浪圖; 徐月珠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289 奇效5:2輕斷食: 每週5天正常飲食,2天輕食,快速減重降體脂,抗老不失智且更快樂麥克.莫斯里(Michael Mosley), 咪咪.史賓塞(Mimi Sponcer)著; 謝佳真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296 生於望族. 7, 昔日朽木成高枝 柳依華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302 魔法使夢見完全犯罪? 東川篤哉作; 陳系美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319 新唐遺玉. 5, 人間四月芳菲盡 三月果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326 做主管,管事不做事: 動腦不動手,手下就會變強兵J.凱斯.莫尼根(J. Keith Murnighan)著; 吳書榆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2299333 水國少女: 巴世里傳說 倉橋燿子作; 久織知槙繪; 亞緋瑠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299340 5段追尋美夢的旅程 日本兒童文學者協會編著; 姜伯如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357 超級機器人大作戰 金政郁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99364 新唐遺玉. 6, 道是無情卻有情 三月果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388 會讀會玩!棒球優等生 小河馬作: 金新中繪; 徐月珠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99395 生於望族. 8, 眾人皆醉誰獨醒 柳依華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401 新唐遺玉. 7, 明月不諳離恨苦 三月果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418 刀的獻身 柚原瑠璃子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425 一畫就愛上!超簡單萌Q美少女&花美男. 1, 元氣臉、可愛身型篇金田工房, 角丸圓原作; 王慧娥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2299432 數學解題王 柳己韻文; 文情厚圖; 徐月珠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299449 東大.慶應雙榜首的滿分筆記術 田村仁人作; 連雪雅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456 花君宴: 貓君笑豬創作精選畫冊 貓君笑豬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463 妄想白蛇: 柳宮燐圖文漫創作集 柳宮燐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470 一天10分鐘快速上手畫畫筆記. 2, 人物上手 金忠元原作; 王中慧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2299487 希望: 蓋洛普調查主張,最有力量的幸福信念 夏恩.羅培茲(Shane J. Lopez)著; 劉玉文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494 S POWER!漫畫星勢力 三采文化編著 2013-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99500 新唐遺玉. 8, 猶恐相逢是夢中 三月果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517 死神姬的再婚. 1, 沒火柴賣自己可以嗎 小野上明夜作; 鍾明秀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524 讓零用錢花對地方的16個理財方法 崔東仁文; 鄭慧瑛圖; 徐月珠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531 水果奶奶好故事. 1, 什麼時候可以吃冰淇淋? 公共電視水果冰淇淋製作團隊作; 趙正安繪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548 妄想穿越: 2搞東西方童話 iMIS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99555 無法呼吸. III: 燃燒 瑪亞.班克斯(Maya Banks)著; 俞羲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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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299562 婢女異聞錄 囧TL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2299821 婢女異聞錄 囧TL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2299579 金風玉露. 1, 白兔賣錯身 柳暗花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586 全民打棒球: 會讀會玩!棒球優等生 小河馬作: 金新中繪; 徐月珠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99593 32分之32的奇蹟: 班上的每個孩子都可以是資優生: 林文虎老師的課堂奇蹟林文虎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609 精準預測: 如何從巨量雜訊中,看出重要的信號? 奈特.席佛(Nate Silver)著; 蘇子堯譯 2013-09-00 精裝 1

9789862299616 科學神探的調查事件簿. 3, 平安夜的駭人意外 黃文琡文; 金二浪圖; 徐月珠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623 去,你的首爾追星旅遊路線: 跟著偶像吃喝玩樂Follow me go!李國瑀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630 妄想BL成語故事. 鬼畜篇 Ayami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647 新唐遺玉. 9, 唯有牡丹真國色 三月果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654 生於望族. 9, 今生正逢時 柳依華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661 獵神遊戲. 1, 妾身還要更多貢品喵 奇梵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685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299692 讓上司同事都挺你的搞定上司術 諒純也著; 伊之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708 死神姬的再婚. 2, 灰姑娘不是你能肖想的 小野上明夜著; 鍾明秀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715 惡靈談判專家. 1, 修羅重生 張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722 科學發明王. 4, 資源回收再利用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739 黃金戰士大冒險 Gomdori Co.文; 金新中圖; 鄺紹賢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299746 顧好呼吸道,治好感冒、咳嗽、鼻炎、氣喘,肺癌不上身!廖婉絨, 廖千慧合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2299753 塑身女皇鄭多蓮D-21局部塑身: 首度公開!不用看DVD,翻開書跟著做,簡單輕鬆瘦!(蜜桃臀&纖長腿)鄭多蓮著; 徐若英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2299760 塑身女皇鄭多蓮D-21局部塑身: 首度公開!不用看DVD,翻開書跟著做,簡單輕鬆瘦!(馬甲線&小蠻腰)鄭多蓮著; 徐若英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2299777 學習,在一起的幸福 鄧惠文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784 女性名牌圖鑑. 2013-2014秋冬版 三采文化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791 魔法歐克莎. 4, 血脈詛咒 安妮.布莉喬塔(Anne Plichota), 森德琳.沃夫(Cendrine Wolf)著; 蔡雅琪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6240 戀愛史,是一本『科幻小說』 夏嵐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264 算你狠!職場心理掌控術 丁偉軒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271 我和佛陀有個約 夏雲青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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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86288 客官,您過獎了: 說對話比做對事更讓人印象深刻羅昀典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295 放下包袱,輕裝上路 章澤豐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301 非誠勿擾,妳該知道的真愛祕密! 蕭蔓琳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318 小心,職場潛伏心理學 潘瑋裕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325 這樣愛,妳會成為情場勝女! 蕭蔓琳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332 誰沒有煩惱?: 覺醒的生命力量 陳郁文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349 婚姻史,是一本「武俠小說」 夏嵐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356 快樂、平安再知足 蔡晉瑋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363 愛情,沒有任何道理! 徐鎧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370 學姊 Mao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394 職場上最關心的20個話題 潘瑋裕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400 世界上最流行的心理遊戲 愛薇兒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424 心滿意足最幸福 張翰倫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431 保送愛情: 男女大不同 徐鎧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9942 基礎德文範本 賴麗琇編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8879973 基礎德文範本. 下冊 賴麗琇編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79980 德文商業書信實務應用 張國達作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79997 德語入門 賴麗琇等作 2013-06-00 第一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8997332 Schritte international. 1, glossar Deutsch-Chinesisch(德華字彙)周從郁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349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創系40週年紀念論文集 林愛華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3635 眼視光技術學 卓達雄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3642 管理學 陳詠霖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65896 人機可程式控制器入門與實習 鄭喻中等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7

上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三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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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643604 英檢文法容易學 蔣海南編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21246 會計學I.II(全): 課堂講義 吳秀蓮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7077 SkyBOOK電子書編輯器 天雷小組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72634 Maya 2012終極密碼 楊欣儒著 2011-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5970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Office 2010術科最佳解題技巧李俊德, 朱奐玫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5987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Office 2010術科最佳解題技巧李俊德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7349 攝影構圖X構圖攝影 影像光標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7363 分手笑忘書: 笑著忘卻愛情的傷,然後開始下一段旅程老m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370 素描,從身邊的人物開始: 畫出生活中的你我他 張利敏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431 Access 2013資料庫管理實務 王安邦著 2013-06-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7509 完整學習Visual Basic 2012 賴榮樞作 2013-07-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7516 悠老化: 30歲以後必知的保養秘訣,讓您優雅走入熟年向紅丁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523 糖尿病食醫住行專業醫生指導全方案 向紅丁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530 舌尖的優雅: 葡萄酒品鑑、歷史、藝術全書 姚汩醽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77547 建築製圖應用職類: 乙級建築製圖應用 黃玉峯著 2013-07-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7554 動漫達人修煉術: 從入門到精通 MCOO動漫著 2013-07-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2577578 手足反射區: 按摩隨身寶典: 輕鬆按,隨時查! 崔曉麗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77585 美人變髮.晚禮髮型精選100例: 宴會、新娘造型手法大公開安洋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622 讀經濟學,好玩最重要!: 大師顛覆傳統教學的18堂經濟學鍾偉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奇資訊

送存冊數共計：4

上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青蛙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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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77639 ACA國際認證教戰手冊: Dreamweaver CS6完全攻略李育丞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7646 ACA國際認證教戰手冊: Flash CS6完全攻略 侯語彤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653 jQuery網頁設計開發實例精解 黃格力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7660 Excel財務與會計實戰技巧: 老闆要的報表一次搞定楊小麗編著; 許淑嘉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7684 Photoshop WOW!創意插畫設計 銳藝視覺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7714 Linux指令隨你查 石永峰, 宋磊, 王靜文著 2013-07-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577738 開發你的絕對氣場 榼藤子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769 深入探索Solaris 翁宜萱著 2013-07-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7783 版型設計之外: 配色的重要 銳拓設計著 2013-07-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7790 方框視界: 成功構圖300例 佳影在線著 2013-07-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7813 就是不想上班: 老闆,我要放假! FEFE編.繪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820 Kinect應用開發實戰 余濤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77837 徹底研究Sencha Touch 陸凌牛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844 不懂投資,你就窮忙一輩子 林啟迪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851 最齊全的商務英文E-Mail大蒐錄. 2014 朱子熹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868 高血壓食醫住行專業醫生指導全方案 胡大一, 仝其廣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875 Arduino開發實戰指南 程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577875 Arduino開發實戰指南 程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577882 漫步巴黎小日子: 一本專為喜歡散步購物的你寫的旅遊筆記殿真理子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899 悠哉小旅in東京: 哈日族必備自助遊情報全攻略玩樂瘋編輯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905 一個人的放浪日記: 終點: 自由、家與祝妳幸福 茶米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77912 幸福N次方: 在職場、創意、消費與社交中的小心機智慧默默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929 與魔鬼交易: 政權、戰爭與人性的黑暗金融史 賈江華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936 悠哉小旅in首爾: 哈韓族必備自助遊情報全攻略玩樂瘋編輯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943 Photoshop CS6易學教本 陳芸麗著 2013-08-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7950 Photoshop CS6+Illustrator CS6易學教本 陳芸麗, 陳佩婷, 吳惠茹著 2013-08-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7967 先鋒數位藝術: 全球50位數位藝術家作品賞析與訪談度本圖書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974 Idea to Photoshop: 設計師の創作解密 銳藝視覺編著 2013-08-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2577981 ComicStudio x Photoshop終極漫畫家私房秘技CG講座江志煌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998 動漫達人修煉術: 萌少女養成素描技法 MCOO動漫著 2013-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001 動漫達人修煉術: 萌少女蘿莉變身素描技法 MCOO動漫著 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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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78018 遊戲藝術工場: ZBrush+Maya次世代遊戲人物與機械全案解密秦衛明, 楊霆著 2013-08-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025 資料庫系統理論與實務: 使用SQL Server 2012 李紹綸著 2013-08-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8032 解讀李嘉誠: 他如何思考、如何執行如何踏上致富之路陳正俠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049 Excel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578056 3ds Max進階程序貼圖的藝術 楊雪果著 2013-08-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2578063 用Illustrator、3ds max、Indesign掌握數位設計的王道劉芸華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070 DSLR外接閃燈: 這樣打光就對了 向瑋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087 HDR職人後製技法全紀實 Rafael "RC" Concepcion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100 200個讓攝影無往不利的關鍵技巧 黑瞳, 賈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117 威力導演11數位影音剪輯特效超簡單輕鬆做 黃彗敏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124 解析Microsoft Windows Azure雲端運算平臺 方國偉, Bill Liu著 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131 徹底研究.NET for Flash FMS動態網站開發手札暨企業級範例與部署張亞飛著 2013-08-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148 工作就該如此有效率!Google雲端應用軟體 黃嘉輝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155 Excel會計高手的私房筆記 Excel Home著 2013-08-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162 山水尋幽 地球最美角落: 一生必訪的國家公園百科圖典良卷文化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179 Rhino 5數位造型設計 白仁飛, 劉逵著 2013-08-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8186 第一次投資就要知道的事: 抽絲剝繭金融市場的運作邏輯李國平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193 高手開發iOS應用程式就是不一樣用Objective-C搞定一切!劉銘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209 我愛狼男 永放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216 偷窺管理大師的共筆 魯賓思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223 養這些才夠酷!: 珍奇動物飼育手冊(插畫圖鑑版)良卷文化工作室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230 高血脂食醫住行專業醫生指導全方案 胡大一, 仝其廣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247 可以過得更好的行動經濟學: 當生活只有22K,你還有更聰明的選擇關晶奇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254 幸福噹下: 1只電鍋X66道經典美味手造料理小畫帖蜜思工作室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261 為什麼大家都愛我: 讓老闆、客戶都賞識的表裡工夫養成術陳乾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278 大股票時代: 從金融歷史看股票黑暗本質 姜學霞, 斌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285 笑「畫」職場: 看漫畫做職場功課: 各位老闆、主管,定律+理論So Easy!(漫畫圖解版)朱興美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292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ACA)國際認證: Adobe Dreamweaver CS6網站視覺設計與網頁製作趙英傑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308 邁向Photoshop人像編修的高手之路 李偉, 徐彬, 賀路斌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315 Cinema 4D影視特效 王海波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322 Photoshop最新技術精粹與平面廣告設計 曹猛, 何平, 王平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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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78339 搭乘Google雲端客機 鼻涕男孩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346 PHP&Mysql&jQuery: 前端網頁與伺服器專案範例實錄許立民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353 馬上就會Office 2013商務實作與應用 數位新知著 2013-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8360 Flash 社群遊戲設計Try It! 李長沛著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8377 建立無懈可擊安全Web系統 楊雲著 2013-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384 中國風の紋飾向量圖庫 鄭國強著 2013-09-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391 愛玩美: 專業造型彩妝全圖解 安洋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407 Maya Mental Ray的藝術 蘇懷旭編著 2013-09-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414 Illustrator CS6易學教本 陳佩婷著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8421 徹底研究iPhone、Android、Windows Phone、BlackBerry: 手機專用網頁及網站設計最佳實踐與設計精粹張亞飛著 2013-09-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438 圖解程式設計: 使用Visual C# 2012 李春雄著 2013-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8445 達標!Excel 2013經典範例應用 沈志文著 2013-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8452 Windows Phone 8應用程式開發之鑰: 採用XAML與C#王安邦著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8469 好玩.必遊.自助旅行者最愛的100個中國私房祕境. 2014-2015馬琴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476 跟Adobe徹底研究Edge Animate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羅友志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483 蜂鳥攝影學院: 單眼攝影實戰寶典 蜂鳥網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490 iOS遊戲開發設計極速上手 James Sugrue著; 羅友志譯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506 iOS核心框架開發設計極速上手 Shawn Welch著; 李俊賢, 王子嘉譯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513 出發吧!享受世界不必等!: 非去不可的夢幻旅遊勝地101選李淳朴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520 還在哭窮嗎!?: 馬上翻身的理財投資新策略 毛泉湧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537 流傳千年的特效老偏方.祕方養生隨身寶典 崔曉麗編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78544 八寶仔手繪玩英國: 迷糊蛋的奇妙英倫之旅 楊譯淇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551 暴走漫畫 暴走漫畫編輯部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568 壯遊史詩.桌上傳奇: 華文經典桌遊系列最完備攻略逐鹿戰隊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575 忽悠人民幣,別傻了!: 關於美元的陰謀,中國其實懂很多嚴行方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582 PO文變新聞!: 最詳實的網路人氣寫作術,讓媒體、網友非你不跟!徐茂權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599 變身聚會人氣王!讓你大受歡迎的紙牌魔術 聰明谷工作室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1163 電腦組裝、選購、測試調校、維護一本通. 2014李慶宗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605 我看我攝我征服: 國民鏡也能拍出好相片 張松濤著 2013-10-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612 動漫達人修煉術: 完全素描自學手冊 MCOO動漫, 黎貫宇著 2013-10-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629 Visual C# 2012程式設計16堂特訓 李啟龍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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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78636 IC3計算機綜合能力全球國際認證GS4繁體中文版考試攻略白乃遠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643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ACA)國際認證: Adobe Flash CS6多媒體設計與網站動畫趙英傑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650 插畫最前線 周建國著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667 數位單眼攝影超級寶典 龍文攝影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578674 馬上就會Word 2013商務實作與應用 數位新知, 陳于蓉著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8681 素顏力UP!: 作好基礎保養4Steps,再也不用怕卸不了妝王楠楠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698 會聲會影X6超簡單輕鬆上手 秦邦浩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704 詩迷幻繪: 秩維的Painter&Photoshop奇幻旅程 張稚維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711 Excel菜鳥成功記: 蘿拉的奮鬥史: 教你如何在職場脫穎而出Excel Home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728 我是設計師: 紅點設計大獎劉松的設計視界 劉松, 王蕾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735 暗黑藝術: 24位頂級國際藝術家的黑色夢魘與創作聶佑佳編著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742 歐美風の紋飾向量圖庫 鄭國強編著 2013-10-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759 跟Adobe徹底研究Premiere Pro CC Adobe Creative Team編著; 徐政棠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8766 Sony Nex-6: 我的出凡入聖之道 Jerod Foster著; 陳芳智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773 別害怕客戶提出問題: 學喬.吉拉德化銷售危機為成交訂單程淑麗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780 第五波產業革命: 文化創鑫 覃冠豪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797 每秒的永恆: 達人私傳的風景攝影筆記 焦天宇著 2013-10-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2578803 流行的樣貌: 認識全球101個時尚藝術之都 李淳朴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810 好果物: 草本療癒果實類彩色圖鑑 鄧家剛, 黃克南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827 攝影達人全能養成術: 從器材到技巧,一本搞定! 第一視覺編著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834 留住最美的悸動: 經典風景攝影聖經 Fun視覺編著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919 新鮮人的逆襲: 誰說工作難找?打理好職場形象,菜鳥也能成為面試人氣王!張曉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964 連環債: 從歐美債災看金融世界如何操弄資金與數據袁熙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971 Pixel art x 像素畫: 初心者的職人之路 就只是個三爺著 2013-1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988 日韓風の紋飾向量圖庫 鄭國強編著 2013-1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8995 Adobe Photoshop最新外掛插件範例集 白乃遠等著 2013-1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008 和Cisco、FB及Google網路巨頭,共同制定下十年的網路標準: 新一代雲端網路技術白皮書徐立冰作; 胡嘉璽譯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579015 Photoshop數位人像照片處理 創銳設計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039 認識相機愛上攝影 郭志輝著 2013-1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046 Google SketchUp Pro 8.0實用教程 2+1維創視界, 張紅霞著 2013-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077 Maya動態特效白皮書 吳崇瑋著 2013-11-00 第二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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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79121 TWE-COMMERCE INQUIRY線上商品型錄、詢價系統架設與管理梁益祥著 2013-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169 Adobe徹底研究Photoshop Lightroom Adobe Creative Team著 2013-1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176 Mac OS X Visual quickstart guide(國際中文版) Maria Langer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0431 戴明德素描集. I, 2001-2013 戴明德作 2013-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7894 電視醫師教你的健康好習慣,害你生病 蓮村誠著; 劉錦秀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7962 從沒想法變有辦法的思考技術: 如何啟動快思、分層次慢想,全圖解你立刻明白!創新俱樂部著; 潘承瑤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7993 這樣吃,我的白髮變黑髮、年輕15歲: 營養學博士王進崑的太極健康飲食與美味食譜王進崑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013 把太陽系帶到你眼前: 最尖端科技、獵取最真實影像,匯集最頂尖天文機構全球唯一鉅作馬克斯.尚恩(Marcus Chown)著; 藍仕豪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020 股神巴菲特的神諭: 不做會後悔、或做了好後悔的致富語錄凱洛.盧米思(Carol J. Loomis)編; 李宛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70037 股神巴菲特的神諭: 不做會後悔、或做了好後悔的致富語錄凱洛.盧米思(Carol J. Loomis)編; 李宛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70044 大家認為對的事,對你風險最大: 擠公車、考國考...,有些事你千萬別做,成功是有捷徑的!松尾昭仁著; 鄭舜瓏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068 這個作品,怎麼這麼貴?: 一句話說出現代藝術與大師特色威爾.岡波茲(Will Gompertz)著; 陳怡錚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082 看懂設計,你要懂的現代藝術 威爾.岡波茲(Will Gompertz)著; 陳怡錚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105 大漲的訊號: 全球最大主權基金經理人的股票K線獨門獲利密技林則行著; 李佳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3900 出逃!出路?離開中國之後... 林唐玉等作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也是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紀元時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42

送存冊數共計：145

凡亞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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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93907 鯨聲月光河 王文華作; 黃祈嘉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3914 曹操掉下去了 王文華文; 陳狐狸圖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3921 真的假的小時候 鄭明進等文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4299 媽祖宮口的囝仔: 板橋慈惠宮永久榮譽主委曹盛浴傳記楊欽鑒計劃主持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65119 大銃街糖安宮: 北門城下的足跡 李茂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5119 大銃街糖安宮: 北門城下的足跡 李茂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1007 河口: 林兆藏作品集 林兆藏作 2010-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5206 部落的燈火 沙力浪.達岌斯菲芝萊藍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245213 單.自 伍聖馨作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94412 鐘金水收藏: 臺灣關係古籍善本圖錄 楊永智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9594 彰化一九0六: 一座城市被烙傷,而後自體再生的故事青井哲人作; 張亭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員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家

送存冊數共計：4

土思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山海文化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城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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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79631 文法的魔力: 向英語作家學自我表達、批判思考與寫作技巧羅伊.彼得.克拉克(Roy Peter Clark)作; 林步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655 印度真瑜伽: ,從入門到深層修行 康烈旭(Nilesh Karmakar)作; 黃慧慧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79679 藥物讓人上癮: 酒精、咖啡因、尼古丁、鎮靜劑與毒品如何改變我們的大腦與行為雷.海瑟.威爾遜(Leigh Heather Wilson)等作; 林慧真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689699 挑戰新日語能力考試N1聽解 李宜冰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89705 挑戰新日語能力考試N2聽解 楊紅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89712 挑戰新日語能力考試N3聽解 張晨曦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89729 呂洞賓丹道修真長壽精華 呂洞賓原著; 劉體恕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736 18位名老中醫經驗祕傳 智世宏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743 侯氏太極拳 艾光明, 張昱東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89750 陳式太極拳36式套路分解教學 劉淑慧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89767 太極破腿百法 孫國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774 王智賢老中醫65年養生與治病真傳 王智賢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781 華山陳搏丹道修真長壽學 陳搏原著; 唐明邦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798 禪林清音. 生活篇 范天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811 道家南宗丹道修真長壽學 張伯端等原著; 張高澄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828 禪林清音. 處世篇 范天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835 內功煉丹秘訣 殷師竹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842 用科學揭開<>的神秘面紗 張今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859 龜鶴拳養生操 張鴻俊創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873 無極養生氣功: 啟動治癒力 曾廣中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880 三十二式太極劍分解教學 熊人澤, 張薇薇編寫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89897 千金方食養療病智慧方 胡獻國, 劉玉東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903 陳鑫太極拳法圖解 陳東山, 陳向武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89910 楊式內傳太極拳108式 張漢文, 蔣林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89927 武術摔擒技法精粹 張風雷等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958 神遊太極 莊茂山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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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9903 千島世紀詩選 千島詩社同仁作 2010-09-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248 玠宗法彙 釋玠宗述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63255 華嚴法界玄鏡; 注華嚴法界觀門; 華嚴經吞海集; 法界觀披雲集(唐)澄觀述; (唐)密宗注; (南宋)道通述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0999 閱讀達人館: 機智故事(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1002 閱讀達人館: 笑話故事(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1545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簡體字版) 侯文咏著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3011576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2-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11590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2-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11606 彎彎學開車(簡體字版) 彎彎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011613 學會愛自己: 32堂學習愛的筆記課(簡體字版) 林慶昭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011675 成熟亮麗的人生(簡體字版) 桃絲.卡內基(Dorothy Carnegie)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011682 快樂!簡單過生活(簡體字版) 賴淑惠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011736 貓愛上幸福,魚怎會知道(簡體字版) 橘子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011743 其實你的對手是自己: 29個對抗低潮,激發自信力的思考模式(簡體字版)林慶昭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011750 星座書. 2013年: 人馬座(簡體字版) 薇薇安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1798 星座書. 2013年: 水瓶座(簡體字版) 薇薇安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1804 星座書. 2013年: 巨蟹座(簡體字版) 薇薇安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1835 星座書. 2013年: 處女座(簡體字版) 薇薇安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1842 星座書. 2013年: 獅子座(簡體字版) 薇薇安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1859 星座書. 2013年: 雙子座(簡體字版) 薇薇安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乘精舍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冊數共計：23

千島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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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011866 星座書. 2013年: 雙魚座(簡體字版) 薇薇安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1880 365床邊故事. 桃紅(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01-00 其他 1

9789863011897 365床邊故事. 藍(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01-00 其他 1

9789863011903 365床邊故事. 橘(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01-00 其他 1

9789863011910 365床邊故事. 紅(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01-00 其他 1

9789863011927 健康醋自然養生法(簡體字版) 簡芝姸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011934 戒不了甜(簡體字版) 張曼娟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011941 激勵自己,才能改變命運(簡體字版) 林慶昭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011958 喝出瘦S!: 萬人按讚的手作蔬果汁激瘦養顏法(簡體字版)楊新玲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3011972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2-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11989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2-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11996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3-0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12009 吳娟瑜的想法改變,壓力就消失了(簡體字版) 吳娟瑜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012016 愛情,兩好三壞(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2023 卡內基給青少年的禮物: 溝通與人際關係(簡體字版)唐娜.卡內基(Dorothy Carnegie)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012030 樓下的房客(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2047 恐懼炸彈(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012085 排毒養瘦這樣吃才對(簡體字版) 林禹宏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2092 追尋遠古生物(簡體字版) 鐵皮人美術作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012108 從地球到外太空(簡體字版) 鐵皮人美術作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012115 升空!航天科學大揭密(簡體字版) 天天向上叢書編輯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2122 極速!世界名車大展示(簡體字版) 天天向上叢書編輯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2139 唐詩(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3012146 三字經(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3012153 弟子規(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3012160 安徒生童話(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3012177 趣味故事(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3012184 節日故事(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3012221 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2013(簡體字版) 唐立淇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2238 痛過,才叫愛: 36個勇敢愛,勇敢TRY的真愛心法(簡體字版)林慶昭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012252 你的愛情,我在對面(簡體字版) 橘子著 2012-12-00 再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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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012276 新手媽媽一定要學的哺乳經(簡體字版) 磊立同行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2306 30歲,再出發: 45個讓你重開機的思考術(簡體字版)林慶昭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012313 放手: 勇於追求幸福人生的30個放手無悔的領悟(簡體字版)林慶昭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2320 好人緣的小公主說話術(簡體字版) 文房編輯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3012337 金銀島(簡體字版) 文房編輯部原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3012351 特殊傳說(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2-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12368 特殊傳說(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12375 特殊傳說(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12382 異動之刻(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2-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12399 異動之刻(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12405 異動之刻(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12412 孩子的第一本說唱童詩. 家庭篇(簡體字版) 元將文化編輯部著 2012-12-00 其他 1

9789863012429 孩子的第一本說唱童詩. 大小篇(簡體字版) 元將文化編輯部著 2012-12-00 其他 1

9789863012436 孩子的第一本說唱童詩. 感覺篇(簡體字版) 元將文化編輯部著 2012-12-00 其他 1

9789863012474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3-06-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012443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3-0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12450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3-03-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012467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3-04-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012481 蔡康永的愛情短信: 未知的戀人(簡體字版) 蔡康永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2498 人生就像茶葉蛋,有裂痕才入味. 2(簡體字版) 黃桐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3012504 放下,找回平靜的自己(簡體字版) 賴淑惠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3012511 小故事大啟示. 創意妙招篇(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012528 小故事大啟示. 良好習慣篇(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012542 獵命師(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3-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12559 獵命師(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3-05-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12566 麵點新手必備的第一本書: 140道So easy中式麵食與點心全圖解(簡體字版)胡涓涓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3012573 自在生活: 涓涓的101道家傳好味(簡體字版) 胡涓涓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3012580 彎彎不歪腰玩樂筆記(簡體字版) 彎彎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012597 異動之刻(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12603 異動之刻(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12610 異動之刻(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6-00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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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012627 異動之刻(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7-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12634 異動之刻(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8-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012641 異動之刻(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9-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012665 生活童謠(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04-00 其他 1

9789863012672 好習慣童謠(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04-00 其他 1

9789863012689 灰姑娘(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012696 醜小鴨(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012702 布萊梅樂隊(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012719 賣火柴小女孩(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012726 一看就懂!超級業務一定要會的90個話術技巧(簡體字版)陳育婷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012733 大家來唱英文兒歌(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3012764 一看就懂!價值千萬變身職場A咖的82招(簡體字版)張瑋芸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012771 幸福,不見不散(簡體字版) 橘子著 2013-04-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012788 殺手,迴光返照的命運(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2013-04-00 平裝 2

9789863012795 抓狂是跟自己過不去(簡體字版) 林慶昭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012801 生活簡單就是幸福: 讓煩惱斷捨離的五種練習(簡體字版)徐竹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012818 那些有傷的愛情: 33篇好好愛的幸福講義(簡體字版)林慶昭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012825 幻.虛.真: 人娃契(簡體字版) 御我作 2013-05-00 平裝 上卷 1

9789863013105 氣血美活: 女人一生的6堂關鍵保養課(簡體字版)吳明珠著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2276 24節氣養生藥方(彩色圖文版) 中國養生文化研究中心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559 六度人脈 孫大為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573 陽光心態: 你的心態決定你的命運! 佳樂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580 這些事,離開了我才懂!: 莫名其妙的99個分手理由斐德烈.英格沃森(Friedrich Ingwersen)著; 蔡慈皙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597 FBI教你反間藏心術 博鋒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603 情報戰爭: 行動網路時代企業成功密碼 雷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610 健康是選擇: 一個營養諮詢教育專家的私人筆記廖曉華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627 健康的真相 廖曉華, 田洪均, 劉麗合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99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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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52634 話不投機半句多: 30歲前一定要學會的99種說話技巧王祥瑞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641 逆風飛翔: 22歲後要擁有的45個黃金心態 韓冰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658 態變 張文杰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672 南洲翁遺訓: 稻盛和夫最推崇的人生經營智慧 王光波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689 女人30+,活出最出色的自己 亦清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696 自製養生豆漿大全 李寧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702 寂寞是一種修行 韓冰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719 就定位: 屁股管理學 王祥瑞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757 不生氣 李禮文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764 吃出健康: 聰明女人必讀的健康營養書 李瑾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771 細節決定你的健康: 你的心態決定你的命運! 孫大為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788 女人30+,活出幸福的女王人生 亦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795 「好同學」被領導,「壞同學」當領導 蘇建軍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801 自製健康天然面膜大全: 清潔、保溼、除痘、美白、緊緻五部曲,打造無齡美肌膜力何瓊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818 改變你一生的九型人格相談室: 心理學家不會教你的自我特質開發與提昇的9堂課中原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825 十年後你是有錢人嗎? 崔秉熙著; 張虎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832 一按見效: 吳中朝教你按出自癒力與免疫力 吳中朝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849 放手做自己: 一點勇氣、一些叛逆 余秋慧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856 臺灣好食在: 尚好呷ㄟ101味 陳頌欣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870 從小貓變老虎,你一定要知道的事! 曹啟鴻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887 Free style in your job 孫大為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894 你心裡的魔鬼與天使: 正向思考的力量 徐磊瑄, 高建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900 點石成金: 行銷,不難! 鍾紹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917 超級記憶術: 改變一生的學習方式 李鵬安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52047 24節氣養生食方(彩色圖文版) 中國養生文化研究中心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8338 離島風情: 卓世揚作品集. 2013 卓世揚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凡笛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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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9834 你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 打破年輕人工作上的75個迷失林菁菁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6129841 百萬年薪求職術 韓忠宇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6129858 正能量. III, 喚醒體內的巨人 鮑耶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6129865 職場中的智慧 高敬之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129872 與鯊魚共遊: 職場中永遠不被吃掉的生存哲學 陳鑫煜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129889 圖解身體的語言密碼 流沙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129902 送給女人的7堂哲學課 李紫蘇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6129919 心靈7地圖 鮑耶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129926 圖解潛能量 武陵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129933 為什麼男人愛發誓,女人愛相信? 李紫蘇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6129940 零誤解溝通: 說的清楚,聽的明白 阮潔初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6129940 零誤解溝通: 說的清楚,聽的明白 阮潔初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6129957 富選擇,窮選擇 林想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6129964 圖解心理操控術 劉奔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6129971 影響你生活的平民經濟學 陳先雲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8554 有話趙說 趙靖著 2013-01-00 初版 0 1

9789868588561 Art color藝彩新娘造型髮妝書: 女人心 邱婕綺作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88578 投機取巧 蕭正崗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62229 大陸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 官朝永著 2011-12-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千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三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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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6449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 鍾家麟(了緣)撰述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9844 一次就搞懂冠詞正確用法: 一眼就能判斷冠詞用法及省略法則朱錦華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9851 常見問題英語總整理 容淑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9868 李時珍養氣八條脈: 白話<> 李時珍作; 倪泰一, 陳海若解讀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7934 打敗大你10倍對手的終極武器: 小克大、弱勝強的蘭徹斯特策略福永雅文著; 神崎真理子漫畫; 江裕真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027 逆危機: A咖企業不會做的蠢事,破除企業8大潛藏障礙的12項法則尼爾.史密斯, 派翠西亞.歐康諾著; 陳琇玲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034 雜食者的詛咒 羅伯.魯斯提(Robert H. Lustig)作; 連緯晏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041 我青春漫遊的時代: 三島由紀夫的青春記事 三島由紀夫著; 邱振瑞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058 莊家優勢: 贏家的勝算,從算牌到商場上的決斷智慧馬愷文著; 林麗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065 黑道與核電: 福島第一核電廠潛入記 鈴木智彥作; 卓惠娟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08136 圖表式創意思考啟發與實作 鄭釗仁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150 合作學習與創思教學對繪畫創作能力影響之研究陳俞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167 日本語 詹惠晶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6

大揚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間屋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悲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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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7940 六堆客家伙房之研究 曾喜城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504 創新與經營學術研討會. 2013: 餐飲休閒創新管理論文集李維蔓等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481 刻古銘新: 中國浮雕專輯 簡黃彬, 劉國英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1498 大自然物語: 神馳藝理抒懷情: 吳長鵬彩墨畫創作集. 第十二輯吳長鵬作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4976 商品致勝關鍵 水野學著; 歐凱寧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54716 預官實戰焦點合輯+模擬考+歷年試題及解析(含國文、英文、憲法與立國精神、計算機概論、智力測驗)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2013-09-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4808 課程與教學經典歷年試題解析: 教研所 陳培林編著 2013-11-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5041 智力測驗輕鬆搞定(含試題解析)(志願役版)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2013-09-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5836 電子學(含實習)完全攻略 陸冠奇編著 2013-06-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5874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07-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5966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07-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5997 領隊實務. (一) [歷年試題+題庫] 吳瑞峰編著 2013-08-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6017 機械製造[歷年試題+模擬考] 張千易編著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6024 電子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陸冠奇編著 2013-07-00 第五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智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華數位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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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56031 警專中外歷史滿分這樣讀 黃飛鴻, 方世玉編著 2013-08-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6048 警專物理滿分這樣讀 張正頌編著 2013-08-00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6055 機件原理(歷年試題+模擬考) 黃蓉, 陳家洛編著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6062 導遊實務歷年試題+題庫. 一 吳瑞峰編著 2013-07-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6079 電工機械完全攻略 瑞杰編著 2013-07-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6086 圖解刑法概要實例演練 許願編著 2013-08-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6093 導遊觀光資源概要歷年試題+題庫 邱燁編著 2013-08-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6109 領隊觀光資源概要歷年試題+題庫 邱燁編著 2013-08-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6123 數位邏輯、數位邏輯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 甄家灝編著 2013-08-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6130 數學商職. B(歷年試題+模擬考) 余揚等編著 2013-08-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6147 警專英文滿分這樣讀 倪明編著 2013-08-00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156178 國際貿易實務系統整理 周良編著 2013-08-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6215 法學知識: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2013-08-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6222 英文(題庫+歷年試題)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2013-08-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156246 機件原理完全攻略 黃蓉, 陳家洛編著 2013-07-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6253 公共管理(含概要)精讀筆記書 陳俊文編著 2013-08-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6260 數學(C)工職(歷年試題+模擬考) 余揚等編著 2013-08-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6277 海巡法規(含概要) 關偉編著 2013-09-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6284 導遊實務歷年試題+題庫. 二 林俐編著 2013-08-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6291 領隊實務歷年試題+題庫. 二 林俐編著 2013-08-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6307 法學緒論測驗題庫 千華法科名師編著 2013-08-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6314 關務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與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2013-09-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6321 社會福利服務 陳月娥編著 2013-09-00 第十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6338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陳月娥編著 2013-09-00 第二十版 其他 1

9789863156352 公共政策精論 陳俊文編著 2013-09-00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6369 最新國文: 橫式公文勝經 楊仁志編著 2013-09-00 第十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6376 警專中外地理: 滿分這樣讀 邱燁編著 2013-09-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6383 警專國文滿分這樣讀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09-00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6390 公共管理(含概要)頻出題庫 楊銘編著 2013-09-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6413 機械力學完全攻略 陳忠名編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6420 最新國文: 測驗勝經 楊仁志編著 2013-09-00 第十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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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56437 工業安全管理 劉永宏編著 2013-09-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6444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 千華法科名師編著 2013-09-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6451 經濟學考點圖破 歐欣亞編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6468 行政學(含概要)頻出題庫 楊銘編著 2013-09-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6482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2013-09-00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6499 財政學(含概要) 陳忠孝編著 2013-09-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6505 企業管理焦點複習講義 陳金城編著 2013-10-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6512 農會國文(論文及應用文)焦點複習講義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10-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6536 行政學(含概要)測驗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林志忠編著 2013-09-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6550 中華民國憲法頻出題庫 羅格思編著 2013-10-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6581 軍訓教官歷年試題大全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2013-10-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6598 政治學(含概要)關鍵口訣+精選題庫 蔡先容編著 2013-09-00 第十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6604 行政學口訣 蔡先容編著 2013-10-00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6611 警專化學: 滿分這樣讀 陳名編著 2013-10-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6628 升大指考大學升了沒: 數學甲科(精準命中題庫+歷年試題完全破解)高旻編著 2013-10-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6673 警專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考、近年試題詳解)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2013-10-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6697 行政法概要 林志忠編著 2013-10-00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6703 警專數學: 滿分這樣讀 歐昌豪編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6710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2013-10-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6734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頻出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10-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6772 行政法(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2013-10-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6987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刑法總則 任穎編著 2013-10-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7007 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法總則 任穎編著 2013-10-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7199 郵政國文勝經 尚素麗, 鍾裕編著 2013-12-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7359 法學緒論(一般警察人員)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2013-12-00 第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9612 意念的形式: 張羽作品展 朱其主編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65

大象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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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0654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 古蹟及歷史建築與巨蛋工程安全介面分析大葉大學創意設計中心, 卓銀永建築師事務所著 2013-06-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4573 血魅夜影 黛博拉.哈克妮斯(Deborah Harkness)著; 張定綺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580 一次讀懂西洋建築 羅慶鴻, 張倩儀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597 唐宋詞十七講 葉嘉瑩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603 唐宋詞名家論稿 葉嘉瑩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610 吹泡泡 幾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634 真的假的啊! 幾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627 真的假的啊! 幾米作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4641 哈瑪斯之子: 恐怖組織頭號叛徒的告白 摩薩.哈珊.約瑟夫(Mosab Hassan Yousef)著; 陸沛珩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658 跟著夏目漱石去旅行 陳銘磻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665 新手癌友: 平民小資療法 許中華, 劉永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672 永無天日 維若妮卡.羅西(Veronica Rossi)著; 張定綺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689 破解組織潛規則 雷伊.費斯曼(Ray Fisman), 提姆.蘇利文(Tim Sullivan)著; 吳書榆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696 牙周病,真會要人命 林保瑩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02 我的詩詞道路 葉嘉瑩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19 迦陵雜文集 葉嘉瑩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26 中國古典詩歌的美感特質與吟誦 葉嘉瑩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33 忠實的劊子手: 從一位職業行刑者的內心世界,探索亂世凶年的生與死喬爾.哈靈頓(Joel F. Harrington)著; 鍾玉玨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40 在戀人與非戀人之間 朱衣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57 那5個畫面的祕密 李鼎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64 歐陽靖寫給女生的跑步書: 連我都能跑了,妳一定也可以!歐陽靖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71 漫畫孫子兵法.韓非子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4788 漫畫史記.世說新語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4795 漫畫六朝怪談.聊齋誌異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塊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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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134801 漫畫唐詩說.宋詞說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4818 漫畫唐詩三百首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4825 漫畫菜根譚.孝經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4856 迦陵詩詞稿 葉嘉瑩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863 迦陵學詩筆記. 上冊, 詩學 葉嘉瑩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870 迦陵學詩筆記. 下冊, 詞曲 葉嘉瑩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887 零偏見決斷法 Chip Heath, Dan Heath著; 程嘉君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894 交換日記 張妙如, 徐玫怡圖.文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68748 省思: 成功之路必備的重複法則 文字廚子作 2011-04-00 平裝 1

9789866268021 富三代的祕密 阮文臣作 2010-04-00 平裝 1

9789866268076 送給7.8年級生的66個人生經驗 焦鼎作 2010-05-00 平裝 1

9789866268106 借力使力: 讓阻力變成助力 文化廚子作 2010-05-00 平裝 1

9789866268137 職場先修班 Adam Miller作 2010-06-00 平裝 1

9789866268151 學富人的變,別學窮人的辯 吳克作 2010-06-00 平裝 1

9789866268199 人生行動指南 章心妍作 2010-06-00 平裝 1

9789866268458 理想生活的80個智慧: 人生如下棋,要多想幾步 周艷華作 2010-11-00 平裝 1

9789866268533 生肖!決定人生命運的關鍵 喜緣居士作 2010-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0313 錯!!基礎漢字其實這樣唸 守誠著 2013-09-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320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附模擬檢定4回測驗題: 新百寶箱N4楊淑真, 徐如姝, 洪春梅編 2013-09-00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0337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附模擬檢定4回測驗題: 新百寶箱N5楊淑真, 徐如姝, 洪春梅編著 2013-09-00 第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9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詩磨坊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7

三意文化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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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3927 小詩磨坊. 泰華卷 林煥彰主編 2010-07-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4316 這才是晚清: 帝國崩潰的十六個細節 金滿樓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545 光緒廿六年 鄧榮坤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552 大師的智慧: 人間佛語.星雲大師 李倩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576 在森林裡遇見村上春樹 王光波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583 大師的智慧: 亂世醒鐘.聖嚴法師 李倩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606 放歌縱酒話盛唐: 詩聖杜甫的鎏金歲月 鄧榮坤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613 牛肉麵的幸福滋味 楊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620 忽必烈的詛咒 林勝欽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170 百年前的巨變: 晚清帝國崩潰的三十二個細節 金滿樓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3111 ㄅㄆㄇ識字童話. 上冊, 聲符篇 林芳萍作; Littlestar Cindy繪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128 ㄅㄆㄇ識字童話. 下冊, 韻符篇 林芳萍作; Littlestar Cindy繪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135 天神幫幫忙: 偶像藍豹俠 子魚作; 張惠媛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142 爸爸、媽媽,你問對問題了嗎?: 啟發孩子的天賦,關鍵就在問問題!宋鎮旭, 申玟燮作; 黃子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159 開心動物園: 大家都是第一名 周姚萍作; 安妮王繪圖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173 衝衝衝超人 秋山匡文.圖; 鄧吉兒翻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307 變驢綺情記 米羅.馬那哈(Milo Manara)作; 于尚白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34314 格列芙遊記 米羅.馬那哈(Milo Manara)作; 繆詠華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辣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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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634321 聖堂黑幫: 波吉亞家族. I, 淫亂教皇 米羅.馬那哈(Milo Manara)作; 亞歷山卓.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編劇; 陳虹君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34338 聖堂黑幫: 波吉亞家族. II, 如夢幻空 米羅.馬那哈(Milo Manara)作; 亞歷山卓.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編劇; 陳虹君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34352 廣告人手記 小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98147 法學緒論大意經典 陳傑編授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317 吳夢雄詩選 楊君潛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2265 墾丁Kenting 大臺灣旅遊網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5892272 大臺灣旅遊網: 澎湖 大臺灣旅遊網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5892289 臺灣百大名店 大臺灣旅遊網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5892296 嗨!臺南 大臺灣旅遊網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5892302 臺北 大台灣旅遊網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5892319 中秋伴手禮特報. 2013 大臺灣旅遊網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5892326 新社走走 抽藤坑.馬力埔 採果賞花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1928 海上大冒險 黃麟傑作 2013-12-00 精裝 2

送存冊數共計：7

大賣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漢詩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臺灣旅遊網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大領航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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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3361 美哉臺灣 林淑珺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7502 我也能一小時看懂財報: 股票投資人與優秀主管的第一本書落合孝裕著; 郭乃雯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967533 用表格管理,工作少40%: 當主管一定要會的工作圖解術大西農夫明著; 郭乃雯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967557 從賺外快到當老闆: 人人能做文創產業,但讀過這本書你才會懂獲利模式克絲頓.費雪(Kristen Fischer)著; 采薇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967564 回話的藝術: 有些時候你不該說「正確答案」,你該說的是「聰明答案」鈴木銳智著; 易起宇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967571 業務之神的絕學: 加賀田晃簽約率99%的銷售術 加賀田晃著; 鄭舜瓏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967588 讓員工敢做決定: 主管的能耐在於看出員工的才能克里斯.迪羅斯(Chris DeRose), 諾埃爾.帝奇(Noel Tichy)著; 楊路, 廖文秀, 沈世華譯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2793 小雞逛遊樂園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譯 2012-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3486 小雞過生日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譯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3905 錦囊 呂政達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3943 貍貓的水晶球 高樓方子文; 佐野洋子圖; 周姚萍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3950 爸爸是海洋魚類生態學家 張東君文; 陳維霖圖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3967 我是乳酪 羅柏.寇米耶原著; 麥倩宜翻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3974 小貓打瞌睡 市居美佳文.圖; 劉握瑜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3981 小雞過耶誕節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3998 愛在蔓延中 艾倫.史特拉頓(Allan Stratton)原著; 趙永芬翻譯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4018 野貓的研究 伊澤雅子文; 平出衛圖; 鄭明進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4025 飛行貓奇幻之旅 心岱作; 嚴凱信繪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4032 兩個國王 多田寬文.圖; 劉握瑜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049 媽媽,打勾勾 陶樂蒂文.圖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063 幸福的大桌子 森山京文; 広瀨弦繪; 周慧珠譯 2013-12-00 二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小魯文化

下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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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114070 我就是這樣! 幸佳慧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4087 好東西 黃郁欽文.圖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7188229 小雞逛超市 工藤紀子文.圖; 周佩穎翻譯 2006-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7188342 雞蛋哥哥 秋山匡文.圖; 林靜譯 2006-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7188922 加油!雞蛋哥哥 秋山匡文.圖; 周慧珠翻譯 2007-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5403 野地上的花園 凱薩琳.嘉柏拉文; 溫蒂.哈波琳圖; 李紫蓉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410 猜猜我有多愛你: 數一數 山姆.麥克布雷尼文; 安妮塔.婕朗圖; 張杏如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427 猜猜我有多愛你: 顏色 山姆.麥克布雷尼文; 安妮塔.婕朗圖; 張杏如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458 鱷魚先生在百貨公司上班 植垣步子文.圖; 蘇懿禎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9650 盤勢細節分析技巧 潘偉君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571 稅務會計實務 黃姿慧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3348 勇於與眾不同: 樂當幸福不良媽媽 王麗芳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020 這樣說,孩子一定聽得懂: Step by Step正向育兒技巧米莉恩.恰恰木(Miriam Chachamu)著; 陳曉瑩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105 滾吧!痠痛! 陳淵琪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37112 香草養生蔬食 尤次雄, 蔡怡貞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墩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9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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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37129 走進華德福繪畫的世界 菲雅.亞福克(Freya Jaffke)著; 楊婷湞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5260 向上爬,向下爬 托比亞斯.克雷區(Tobias Krejtschi)文.圖; 駱俊安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5284 狸貓樂團 佐藤和貴子文.圖; 林家羽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291 痛痛飛走了 平出衛文.圖; 余亮闇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307 天空掉下來了 阿萬紀美子文; 黑井健圖; 林家羽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314 鳥兒為什麼會飛? 卡洛琳.阿諾(Caroline Arnold)文; 派翠西亞.維妮(Patricia J. Wynne)圖; 孔繁璐譯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321 好厲害的蜘蛛絲 金吉兒.華茲沃斯(Ginger Wadsworth)文; 派翠西亞.維妮(Patricia J. Wynne)圖; 孔繁璐譯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8139 女.性 子宮頸￥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30031 電腦計算機網路與資料通訊精修 曹中編授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598 行政法大全(申論題型) 陳傑編授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35 行政法概要大意經典(選擇題型) 陳薇編授 2013-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59 國文科(測驗)題庫 王曉瑜編授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73 基本電學: 電工原理基本電學大意精修 陳達編授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80 監獄行刑法精修 廷宇編授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97 企業管理精修 王進編授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703 數學科精修 董又瑄編授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710 計算機概要概論 曹中編授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727 租稅申報實務概要 吳迪編授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734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 蔡裕樹編授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龍海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默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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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30741 工程數學精修 陳達編授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758 會計學精修 林棟編授 2013-08-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30772 會計學精修 林棟編授 2013-09-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30765 行政學精修: 含行政學概要(大意): 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蘇靖堯編授 2013-08-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30789 公民科精修 王忠義, 張雅婷編授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796 稅務法規精修(含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方偉編授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802 國文科(作文)精修 王曉瑜編授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819 水系統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陳達編授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826 交通行政精修 王垣媛編授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833 領隊人員觀光資源概要精修 文霖編授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840 導遊人員觀光資源概要精修 文霖編授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857 土地行政大意精修 黃中和編授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864 監獄學精修 廷宇編授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871 運輸學概要.大意精修 劉名傳編授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888 行政學精修: 含行政學概要(大意): 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王立明編授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895 不動產估價理論含土地估價 陳善翔編授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901 犯罪學精修 廷宇編授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918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林立編授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925 行政學精修: 含行政學概要(大意): 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蘇靖堯編授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932 財政學概要大意精修 方偉編授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949 經濟學精修 陳飛龍編授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956 中外歷史精修 朱競, 李光懋編授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9052 任何人聽了都高興的說服技巧: 超貼心的10種溝通技巧龔芳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909069 當人生強者的13條理念: 找回你被偷走的強者人生張智傑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909076 職場上最重要的9個價值 周歡儀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909083 管人: 領導者必修的10堂課 林欣藝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909090 改變,從現在做起: 跟過去說再見 張智傑作 2013-1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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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006507 淡定: 一種人生的態度 吳欣茹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8614 快Hold住我!不笑都不行啊 常笑生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8621 好名字,好有錢:從生肖姓名看財富 邱育涵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8638 偷戀壞王子 Winnie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8645 暗戀 魔蝶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8652 影響中華歷史文化的100位有名人 羅堇文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8669 明朝來的宅男殺手 常醉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8676 讓你備受歡迎的說話術 周成功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8676 讓你備受歡迎的說話術 周成功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8683 諸羅 鐵雄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08690 諸羅 鐵雄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827103 不敗話術 周成功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110 只想偷偷喜歡妳 Winnie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127 綁架甜心公主 洛琳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134 天行眾. Vol.1, 幻獸重生 宴平樂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141 天行眾. Vol.2, 鬥奴皇 宴平樂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158 看豬說笑話,一笑就噴飯 常笑生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165 單兵注意!暴笑部隊來襲 常笑生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172 創造命運的奇蹟: 世界名人的故事 周月明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189 豪爽笑一笑,有料的喔 常笑生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196 絕色笑品,男生笑呵呵,女生嘻嘻笑 常笑生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4704 天行眾. Vol.3, 秒殺者 宴平樂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4711 改變結果的攻心術 子陽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4728 你還在線上嗎? 夢幻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4735 帥哥死神來敲門 蝶舞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4742 深情壞男孩 小玫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4759 妖魔劫 小十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冊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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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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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844766 妖魔劫 小十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44773 天行眾. Vol.4, 殘夢醒 宴平樂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4780 學會說話基本功 章金敏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4797 奇幻超級英雄. Vol.1, 逐魔之城 鐵雄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007 天行眾. Vol.5, 絕殺劫 宴平樂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014 瞬間讀心術 子陽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021 緋櫻物語. Vol.1 曳書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038 奇幻超級英雄. Vol.2, 怪物 鐵雄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045 天行眾. Vol.6, 異獸之死 宴平樂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052 天行眾. Vol.7, 馭天訣 宴平樂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069 世界名人的小故事大道理: 用樂觀啟發人生,用生命創造奇蹟!周月明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076 都是帥哥惹的禍 玥芽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083 惡魔王子的調教日記 蝶舞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090 搞笑三國志之群英瘋雲錄 郝笑聞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106 寶貝愛說笑,KUSO大出擊 喬克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113 天行眾. Vol.8, 幻龍之力 宴平樂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120 天行眾. Vol.9, 天行無雙 宴平樂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137 奇幻超級英雄. Vol.3, 嘶氣客 鐵雄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144 破空而來的痞子 常醉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151 回到古代當仵作. Vol.1, 懸疑筆記 單洪俊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168 雪判官. Vol.1, 冥界十字城 宴平樂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175 雪判官. Vol.2, 判官之印 宴平樂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182 讓人心動的說話術 周蓬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199 天使男孩的魔咒 小玫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205 惡魔bye bye 米琳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212 一本讀通中國100本經典名著 羅月婷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229 搞笑大暴走,上天下海都花轟 譚笑笑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236 爆笑三國志,看一次就笑一次 韋微笑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243 回到古代當仵作. Vol.2, 千鎖奇案 單洪俊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250 死神事務所. Vol.1, 死亡拜訪 季鳴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267 回到古代當仵作. Vol.3, 皇塔裂屍 單洪俊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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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13274 雪判官. Vol.3, 精靈聖域 宴平樂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281 淼界王 汎遇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298 鬼妓 fre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304 絕色笑品 韋微笑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13311 死神事務所. Vol.2, 夜晚邀約 季鳴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328 雪判官. Vol.4, 雷劫降臨 宴平樂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335 惡劣帥鄰居 艾小薇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342 冥王的甜美陷阱 拍拍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359 死神事務所. Vol.3, 殺戮夢境 季鳴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366 鬼月光 飛天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373 奇幻超級英雄. Vol.4, 幽藍之影 鐵雄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380 雪判官. Vol.5, 承繼之夢 宴平樂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397 死神事務所. Vol.4, 血色夜想 季鳴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403 神劍戰記. 上冊, 勇者無懼 鬼才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410 神劍戰記. 下冊, 武神爭霸 鬼才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427 夜馴森 暮帬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434 鬼護士 喬碧玲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441 神之末裔: 好想吃掉妳! 谷垣知音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458 跟我契約吧!: 吸血貴公子 黑桃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465 死神事務所. Vol.5, 真紅狼女 季鳴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472 雪判官. Vol.6, 元素世紀 宴平樂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489 妖花: 瀧澤園妖異抄 汎遇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496 爆笑上班去!: 上頭的笑呵呵,下面的呵呵笑 郝笑生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502 極樂校園: 同學樂翻了,老師爽歪了 郝笑生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519 爆笑同盟會,不笑不作伙 譚笑笑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526 簡單.易懂全能開運姓名學 秦震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533 仙道卷. Vol.1, 初登仙山 上絕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540 雪判官. Vol.7, 境外之境 宴平樂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557 死神事務所. Vol.6, 死亡呼喊 季鳴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564 最後的流亡. Vol.1, 春之淚 相思豆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571 仙道卷. Vol.2, 金烏殞落 上絕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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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13588 雪判官. Vol.8, 闇影甦醒 宴平樂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595 鬼門十三穴 芝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618 執愛成魔 焚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625 寒武皇 宴平樂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13632 九型人格: 認識自己的性格密碼 羅月婷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656 仙道卷. Vol.3, 冤走天涯 上絕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663 雪判官. Vol.9, 希望之光 宴平樂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4805 做一條彩色響尾蛇: 再靠近莊普一點 黃義雄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4805 做一條彩色響尾蛇: 再靠近莊普一點 黃義雄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4812 張漢明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8109 古城之憶 張儷瓊著 2011-0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11898 跳出思路的陷阱 葛登能著; 薛美珍譯 2001-10-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00895 妖怪藥局大拍賣 伊藤充子文; 伊津野果地繪圖; 周姚萍譯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110 都市重建之道: 宜居創意城中村 盧偉民著; 林錚顗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219313 啊哈!有趣的推理 葛登能(Martin Gardner)著; 薛美珍譯 2001-10-00 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遠見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觀箏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5

大趨勢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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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6219320 啊哈!有趣的推理 葛登能(Martin Gardner)著; 薛美珍譯 2001-10-00 第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219962 葛老爹的推理遊戲 葛登能(Martin Gardner)著; 葉偉文譯 2002-04-00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219979 葛老爹的推理遊戲 葛登能(Martin Gardner)著; 葉偉文譯 2002-04-00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172061 迷宮、黃金比、索馬立方體 葛登能(Martin Gardner)著; 葉偉文譯 200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172078 詭論、鋪瓷磚、波羅米歐環 葛登能(Martin Gardner)著; 葉偉文譯 200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164310 班上養了一頭牛 木村節子著; 相澤路得子繪; 周姚萍譯 200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165676 環繞世界的小鴨艦隊 埃貝斯邁爾(Curtis Ebbesmeyer), 西格里安諾(Eric Scigliano)作; 蘇楓雅譯201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12725 黑幼龍的慢養哲學: 讓孩子沒有傷痕的長大 黑幼龍等著 2011-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4088 你一定要知道的青春期祕密 日本WILL兒童智育研究所作; 詹慕如翻譯 2011-1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4101 花樣少女身體和心理的祕密 日本WILL兒童智育研究所作; 詹慕如翻譯 2011-1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4095 陽光少年身體和心理的祕密 日本WILL兒童智育研究所作; 詹慕如翻譯 2011-1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4125 保護自己我最行 日本WILL兒童智育研究所作; 詹慕如翻譯 2011-1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4378 交個朋友吧: 輕鬆擁有友誼的40個方法 勞倫斯.夏皮羅(Lawrence E. Shapiro), 茱莉亞.侯姆斯(Julia Holmes)著; 王素蓮譯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4385 我不再害羞了: 42個練習克服畏縮 理查.布洛索維奇(Richard Brozovich), 琳達.闕斯(Linda Chase, Lmsw)著; 黃敦晴譯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4392 我不是壞小孩,只是愛生氣: 40個幫助孩子控制怒氣的活動勞倫斯.夏皮羅(Lawrence E. Shapiro), 札克.佩塔-海勒(Zach Pelta-Heller), 安娜.格林沃爾德(Anna F. Greenwald)著; 吳艾蓁譯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4415 培養小孩的責任感 福斯特.克林(Foster W. Cline), 吉姆.費(Jim Fay)著; 洪懿妍譯2012-0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414422 培養小孩正確的價值觀 布麗吉特.拜勒(Brigitte Beil)著; 高瑩君譯 2011-1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414439 別找我麻煩: 37個幫助孩子勇敢面對霸凌的好對策蘇珊.艾考芙.格林(Susan Eikov Green)著; 李岳霞, 王素蓮譯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414453 培養小孩的挫折忍受力 羅伯特.布魯克斯(Robert Brooks), 薩姆.戈爾茲坦(Sam Goldstein)合著; 馮克芸, 陳世欽譯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414828 迷宮好好玩 沼田美奈子企畫; 兒平裕美圖; 陳昕翻譯 2012-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4927 怪傑佐羅力之忍者大作戰 原裕文.圖; 王薀潔翻譯 2012-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4934 怪傑佐羅力之佐羅力要結婚?! 原裕文.圖; 王薀潔翻譯 2012-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4941 學習的革命: 從教室出發的改革 佐藤學文; 黃郁倫, 鐘啟泉譯 2012-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4965 妞牛的溼地任務 嚴淑女文; 張真輔圖 2012-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4996 魯道夫和來來去去的朋友 齊藤洋文; 杉浦範茂圖; 陳昕譯 2012-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009 魯道夫與可多樂 齊藤洋文; 杉浦範茂圖; 王蘊潔譯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030 魯道夫.一個人的旅行 齊藤洋文; 杉浦範茂圖; 王薀潔譯 2012-04-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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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415047 無字圖畫書系列. I 慕佐, 亞瑟.蓋瑟, 碧阿緹絲.胡迪傑作 2012-04-00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415122 親愛的閱讀樹 李欣縈文; 王書曼圖; 張曼娟策劃 2012-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139 友好的閱讀樹 蔡盈盈文; 王書曼圖; 張曼娟策劃 2012-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177 怪傑佐羅力之恐怖的賽車 原裕文.圖; 王薀潔翻譯 2012-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184 怪傑佐羅力之大戰佐羅力城 原裕文.圖; 王薀潔翻譯 2012-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191 看,車子在工作 鈴木守文.圖; 陳昕翻譯 2012-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207 車子修馬路 鈴木守文.圖; 陳昕翻譯 2012-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214 消防車來滅火 鈴木守文.圖 2012-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221 車子蓋房子 鈴木守文.圖; 游韻馨翻譯 2012-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221 車子蓋房子 鈴木守文.圖; 游韻馨翻譯 2012-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238 用有聲書輕鬆聽出英語力: 一年52週100本英文繪本閱讀計畫廖彩杏著 2012-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283 昆蟲森林. 1, 相撲大賽 多田智文.圖; 張東君翻譯 2012-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290 昆蟲森林. 2, 游泳比賽 多田智文.圖; 張東君翻譯 2012-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344 少年鱷魚幫 麥斯.范德葛林著; 洪清怡譯 2012-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375 唉唷!這些惱人的小麻煩: 輕鬆搞懂疫苗、流感、細菌與病毒黃瑽寧著 2012-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382 我是白痴 王淑芬文 2012-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399 機器人大逃亡 鄭丞鈞文; 游智光圖 2012-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405 小小火車變變變 鈴木守文.圖; 王蘊潔譯 2012-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443 奇妙的飛行: 生活散文集 林海音等文; 陳盈帆圖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450 我會讀很多很多東西 迪布納(Dick Bruna)文.圖; 林真美策劃翻譯 2012-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467 我長大以後 迪布納(Dick Bruna)文.圖; 林真美策劃翻譯 2012-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474 去上學 迪布納(Dick Bruna)文.圖; 林真美策劃翻譯 2012-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481 平平和冰冰 迪布納(Dick Bruna)文.圖; 林真美策劃翻譯 2012-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498 坐車來的圖書館 黃文輝文; 林小杯圖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2415504 精靈迷宮 林世仁文; 賴馬圖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511 毒牙蛇找朋友 張友漁文; 顏明琨圖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528 1年級鮮事多 王淑芬文; 賴馬圖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535 2年級問題多 王淑芬文; 賴馬圖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542 3年級花樣多 王淑芬文; 賴馬圖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559 奇蹟男孩 R.J.帕拉秋(R.J. Palacio)著; 吳宜潔譯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573 希望小富翁 輕鬆學理財 黃健琪撰稿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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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415610 中學生晨讀10分鐘: 情說理說明文選 蔣勳等文; 柯華葳主編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627 中學生晨讀10分鐘: 啟蒙人生故事集 王文華等文; 何琦瑜主編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634 夢想起飛的時刻 李偉文著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665 小火龍與糊塗小魔女 哲也文; 水腦圖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672 哈拉公爵的神祕邀約 林秀穗文; 蔡嘉驊圖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696 小學生.低年級晨讀10分鐘: 春天鬧鬼記: 實驗故事集. 1戶田和代作; 岡本美子, 足立昌彥繪; 詹慕如翻譯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702 小學生.低年級晨讀10分鐘: 杯子音樂會: 實驗故事集. 2粟生稍作; 篠原良隆, 津田直子繪; 詹慕如翻譯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719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10分鐘: 光的接力賽: 實驗故事集. 3板垣雄亮作; 丸尾道, 西山直樹繪; 詹慕如翻譯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726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10分鐘: 無奇不有: 動物故事集小崎雄作; 淺見菜緒等繪; 張東君翻譯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733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10分鐘: 星際奇航: 宇宙故事集上浪春海作; 加藤孝子等繪; 詹慕如翻譯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757 五年級意見多 王淑芬文; 賴馬圖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764 四年級煩惱多 王淑芬文; 賴馬圖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771 六年級怪事多 王淑芬文; 賴馬圖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788 掉進兔子洞: 幸佳慧帶路,跟著經典童書遊英國 幸佳慧著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801 砰砰!蹦蹦! 長谷川義史文.圖; 黃雅妮譯 2012-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818 啊! 中川宏貴文; 柳原良平圖; 黃雅妮譯 2012-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825 小雞 中川宏貴文; 平田利之圖; 黃雅妮譯 2012-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832 回家囉! 飯森望穗文.圖; 黃雅妮譯 2012-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849 少年魚郎助孫權 王文華文; 托比圖 2012-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856 九命喜鵲救曹操 王文華文; 托比圖 2012-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863 影不離燈照孔明 岑澎維文; 托比圖 2012-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870 萬靈神獸護劉備 岑澎維文; 托比圖 2012-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900 這樣因材施教,就對了!: 認識9大氣質,揭開孩子的天賦密碼張黛眉著 2012-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917 地圖女孩.鯨魚男孩 王淑芬著 2012-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924 地圖女孩.鯨魚男孩: 十年後 王淑芬著 2012-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5948 學習,動起來 . 1, 英國: 創造力學習 陳雅慧作 2012-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5955 學習,動起來. 2, 上海: 思考、提問、表達的學習 許芳菊作 2012-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6006 中學生新詩選: 青春無敵早點詩.新詩選 陳黎等文; 鯨向海, 楊佳嫻主編 2012-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006 中學生新詩選: 青春無敵早點詩.新詩選 陳黎等文; 鯨向海, 楊佳嫻主編 2012-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044 黑洞裡的神秘烏金 洪雅齡文; 游智光圖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051 奇幻蛇郎與紅花 劉思源文; 林芷蔚圖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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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416068 一個傻蛋賣香屁 顏志豪文; 葉祐嘉圖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075 機智白賊闖通關 嚴淑女文; 林芷蔚圖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082 冒險者. 1, 北方森林的傳說: 格列克大冒險 齋藤惇夫文; 王蘊潔譯 2012-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099 好心的國王: 兒童權利之父: 柯札克的故事 湯馬克.包格奇(Tomek Bogacki)文.圖; 林真美策劃翻譯2012-1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129 冒險者. 2, 決戰夢見島: 拚三郎與十五個勇士朋友齋藤惇夫著; 王蘊潔譯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136 冒險者. 3, 豐河的祕密: 拚三郎的救援任務 齋藤惇夫著; 王蘊潔譯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143 長鬃山羊的婚禮 張友漁文; 楊宛靜圖 2012-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174 糟糕,我扮鬼臉了!: 開啟創意思考與想像力的寫作訓練書張友漁文; 蔡嘉驊圖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228 胖花盆和瘦花盆 大野八生文.圖; 陳昕譯 2012-1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235 灑水器爺爺 大野八生文.圖; 陳昕譯 2012-1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242 你是一隻獅子!: 跟著動物們一起做運動 俞泰恩文.圖; 許嘉諾譯 2012-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266 閱讀策略,可以輕鬆玩: 臺北VS.香港 一課兩教 柯華葳指導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16327 報告!這裡沒有校長室: 印度河濱學校的六堂課,化知道為做到的熱血教育許芯瑋, 上官良志著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341 怪傑佐羅力之拯救世界末日 原裕文.圖; 王薀潔翻譯 2013-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358 怪傑佐羅力之電玩大危機 原裕文.圖; 王薀潔翻譯 2013-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19 文字森林海: 林世仁的圖象詩繪本 林世仁詩; 唐唐圖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40 愈玩愈聰明: IQ遊戲大百科. 1, 平面圖形玩出你的創造力秋山仁監修; 汪淑玲翻譯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40 愈玩愈聰明: IQ遊戲大百科. 1, 平面圖形玩出你的創造力秋山仁監修; 汪淑玲翻譯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57 愈玩愈聰明: IQ遊戲大百科. 2, 立體移動遊戲玩出你的想像力秋山仁監修; 汪淑玲翻譯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57 愈玩愈聰明: IQ遊戲大百科. 2, 立體移動遊戲玩出你的想像力秋山仁監修; 汪淑玲翻譯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64 愈玩愈聰明: IQ遊戲大百科. 3, 推理解謎玩出你的數學力秋山仁監修; 汪淑玲翻譯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64 愈玩愈聰明: IQ遊戲大百科. 3, 推理解謎玩出你的數學力秋山仁監修; 汪淑玲翻譯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71 愈玩愈聰明: IQ遊戲大百科. 4, 迷宮闖關玩出你的邏輯力秋山仁監修; 汪淑玲翻譯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71 愈玩愈聰明: IQ遊戲大百科. 4, 迷宮闖關玩出你的邏輯力秋山仁監修; 汪淑玲翻譯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88 愈玩愈聰明: IQ遊戲大百科. 5, 變裝寫真玩出你的觀察力秋山仁監修; 汪淑玲翻譯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488 愈玩愈聰明: IQ遊戲大百科. 5, 變裝寫真玩出你的觀察力秋山仁監修; 汪淑玲翻譯 2013-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532 在家啟動創造力: 55個超簡單的親子手作,拼拼貼貼玩出好教養!洪淑青著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532 在家啟動創造力: 55個超簡單的親子手作,拼拼貼貼玩出好教養!洪淑青著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563 戰馬追風 張友漁文; 鄒明貴圖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563 戰馬追風 張友漁文; 鄒明貴圖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600 綠色能源島 艾倫.杜蒙文.圖; 劉潔如譯 2013-02-00 第一版 精裝 1

第 57 頁，共 617 頁



9789862416600 綠色能源島 艾倫.杜蒙文.圖; 劉潔如譯 2013-0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617 分享. 2, 當我們同在一起 安喜亞.賽門絲(Anthea Simmons)文; 喬治雅.博琪(Georgie Birkett)圖; 賴嘉綾, 陳秋彤, 陳禛譯2013-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617 分享. 2, 當我們同在一起 安喜亞.賽門絲(Anthea Simmons)文; 喬治雅.博琪(Georgie Birkett)圖; 賴嘉綾, 陳秋彤, 陳禛譯2013-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655 龍的矮桌 朝比奈蓉子文; 金澤麻里子圖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662 十四張不可思議的畫 史蒂芬.金等作; MaoPoPo譯 2013-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662 十四張不可思議的畫 史蒂芬.金等作; MaoPoPo譯 2013-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679 怪傑佐羅力之恐怖大跳躍 原裕文.圖; 王薀潔翻譯 2013-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679 怪傑佐羅力之恐怖大跳躍 原裕文.圖; 王薀潔翻譯 2013-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686 怪傑佐羅力之超級有錢人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2013-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686 怪傑佐羅力之超級有錢人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2013-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693 拉拉的自然筆記 嚴淑女文; 郭惠芳圖 2013-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416693 拉拉的自然筆記 嚴淑女文; 郭惠芳圖 2013-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416709 情緒教養,從家庭開始 楊俐容著 2013-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416716 30招,教出高EQ小孩 楊俐容著 2013-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416747 (寶寶知育遊戲書)3歲寶寶數數兒: 1234567 無藤隆監修; 黃雅妮譯 2013-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754 (寶寶知育遊戲書)2歲寶寶塗鴉趣: 小青蛙,蹦蹦跳無藤隆監修; 黃雅妮譯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754 (寶寶知育遊戲書)2歲寶寶塗鴉趣: 小青蛙,蹦蹦跳無藤隆監修; 黃雅妮譯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761 (寶寶知育遊戲書)1歲寶寶貼貼樂: 小小魚兒,游啊游無藤隆監修; 黃雅妮譯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761 (寶寶知育遊戲書)1歲寶寶貼貼樂: 小小魚兒,游啊游無藤隆監修; 黃雅妮譯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778 (寶寶知育遊戲書)0歲寶寶翻翻樂: 小小蝴蝶,飛啊飛無藤隆監修; 黃雅妮譯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778 (寶寶知育遊戲書)0歲寶寶翻翻樂: 小小蝴蝶,飛啊飛無藤隆監修; 黃雅妮譯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785 學習共同體: 構想及實踐 佐藤學著; 黃郁倫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891 邁向目的之路: 幫助孩子發現內心的召喚,踏上自己的英雄旅程威廉.戴蒙著; 許芳菊譯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891 邁向目的之路: 幫助孩子發現內心的召喚,踏上自己的英雄旅程威廉.戴蒙著; 許芳菊譯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07 戰爭遊戲 歐森.史考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著; 尤傳莉譯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07 戰爭遊戲 歐森.史考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著; 尤傳莉譯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14 週期表上的魔術師: 92個化學元素變變變 阿德里安.丁格爾(Adrian Dingle)著; 吳志剛譯 2013-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914 週期表上的魔術師: 92個化學元素變變變 阿德里安.丁格爾(Adrian Dingle)著; 吳志剛譯 2013-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921 數字躲迷藏 工藤香代子企畫; 山形明美圖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38 小雨麻的副食品全記錄: 158道寶寶超愛的當令食譜,過敏兒這樣吃也沒問題!小雨麻著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52 給中學生的口語表達術: 一輩子都要擁有的口語表達力,現在開始學習!游嘉惠文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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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416969 給中學生的專題寫作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關鍵寫作力,現在開始學習!謝其濬文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76 給中學生的生涯探索術: 找到人生目標的關鍵探索力,現在開始學習!謝其濬, 楊俐容文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83 給中學生的時間管理術: 一輩子都要擁有的時間掌握力,現在開始學習!謝其濬文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90 勇敢小老鼠的表演日 木村裕一文; 福澤由美子圖; 黃雅妮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03 小牛去郊遊 木村裕一文; 福澤由美子圖; 王蘊潔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10 小老虎的打掃日 木村裕一文; 福澤由美子圖; 王蘊潔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27 小兔找朋友 木村裕一文; 福澤由美子圖; 王蘊潔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41 怪傑佐羅力之命運倒數計時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58 怪傑佐羅力之名偵探登場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72 婚姻的幸福科學: 全球頂尖的婚姻研究,告訴你親密關係的奧祕與處方泰拉.帕克柏(Tara Parker-Pope)著; 劉嘉路, 劉潔如譯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119 家在萬重星外 山鷹文; 簡嘉誠圖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133 這不是我的帽子 雍.卡拉森文.圖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140 蟲小練武功 楊維晟文.攝影; 林芷蔚圖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157 綠野蛛蹤 楊維晟文.攝影; 黃麗珍圖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188 怪傑佐羅力之恐怖嘉年華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2013-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195 怪傑佐羅力之強強滾!拉麵大對決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2013-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201 悶蛋小鎮 張友漁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232 蟋蟀外傳 謝武彰文; 林芷蔚圖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249 出雲石 謝武彰文; 葉祐嘉圖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256 中山狼傳 謝武彰文; 游智光圖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270 愛的教養讀心術: 20個圖畫心理測驗遊戲,探索孩子的真實內在邱寶慧著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324 走到哪玩到哪. 7, 男孩的魔法益智遊戲180+ 麗貝卡.吉爾平等文; 艾瑞卡.哈里森等圖; 李永怡譯2013-07-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324 走到哪玩到哪. 7, 男孩的魔法益智遊戲180+ 麗貝卡.吉爾平等文; 艾瑞卡.哈里森等圖; 李永怡譯2013-07-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331 走到哪玩到哪. 8, 女孩的魔法益智遊戲150+ 露西.鮑曼等文; 艾瑞卡.哈里森等圖; 李永怡譯 2013-07-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331 走到哪玩到哪. 8, 女孩的魔法益智遊戲150+ 露西.鮑曼等文; 艾瑞卡.哈里森等圖; 李永怡譯 2013-07-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362 臉書世代的網路管教: 數位小孩的分齡教養指南詹姆士.史戴爾(James P. Steyer)著; 王素蓮譯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379 親師SOS: 寫給父母、老師的20個教養創新提案 蘇明進著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386 丁小飛偉人日記. 1, 超級偉人大變身! 郭瀞婷文; 水腦圖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393 丁小飛偉人日記. 2, 誰是最佳小隊長? 郭瀞婷文; 水腦圖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416 短耳兔與小象莎莎 達文茜文; 唐唐圖 2013-07-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416 短耳兔與小象莎莎 達文茜文; 唐唐圖 2013-07-00 第一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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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417423 睡覺囉! 桃樂蒂文.圖 2013-07-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430 天空下起帽子雨: 三個結尾的故事 強尼.羅大里(Gianni Rodari)文; 安娜羅拉.康多尼(Anna Laura Cantone)圖; 倪安宇譯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08 倒數計分 蘿倫.麥可勞夫林(Lauren McLaughlin)著; 許妍飛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15 有效閱讀: 閱讀理解,如何學?怎麼教? 鄭圓鈴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22 繪本123,用五感玩出寶寶的英語好感度 吳敏蘭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39 小搗蛋艾米爾. 1 , 慶典歷險記 阿思緹.林格倫文; 比約恩.伯格圖; 陳靜芳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46 小搗蛋艾米爾. 2, 驚喜市集日 阿思緹.林格倫文; 比約恩.伯格圖; 陳靜芳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53 小搗蛋艾米爾. 3, 瘋狂拍賣會 阿思緹.林格倫文; 比約恩.伯格圖; 陳靜芳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60 射日.奔月: 中秋的故事 劉思源文; 李紫蓉童詩; 劉宗慧圖 2013-08-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577 3個問號偵探團. 1, 天堂動物園事件 晤爾伏.布朗克(Ulf Blanck)文; 阿力圖; 宋淑明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84 3個問號偵探團. 2, 勇闖恐龍島 晤爾伏.布朗克(Ulf Blanck)文; 阿力圖; 宋淑明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91 我從哪裡來?: 告訴你關於出生的一切密秘 彼得.梅爾(Peter Mayle)文; 亞瑟.羅賓斯圖; 黃宛瑜譯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621 河馬教授說故事: 大自然裡的生命教育 張文亮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638 傾聽,愛的聲音: 原來幸福如影隨形 宋達民, 洪百榕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652 晚安故事摩天輪: 108個晚安故事 史黛菲.卡曼麥爾, 米雪艾.拉魯道夫著; 安娜.卡瑞娜.比肯史多克繪; 林珍良譯2013-08-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706 達克比辦案. 1, 誰是仿冒大王? 胡妙芬文; 彭永成圖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775 洪蘭老師開書單. 1: 良書相伴,快樂成長 洪蘭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782 洪蘭老師開書單. 2, 悅閱人生: 44本好書,分享教育趨勢、大腦科學、內省心靈與多元視野洪蘭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904 奇醫恩典: 臺灣之友.挪威醫生畢嘉士 Bjørn Jarle Sørheim-Queseth著; 陳妙香, 楊秀花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3350 韓語檢定初級:TOPIK字彙文法 郭秋雯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367 韓語檢定初級:TOPIK寫作 魯水晶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381 鈎針一次就上手!愛爾蘭蕾絲手鉤雜貨: 髮束、小飾巾、化妝包、小提包、面紙套、羅馬簾朝日新聞著; 林孟樺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398 成為第一隻跳入水中的企鵝: 15家日本知名企業起死回生術日經情報戰略編; 黃文玲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0649 心暖暖. 2, 手作戀人幸福雜貨 157-4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0700 祕密京都: 一手掌握京都人的12條風雅之道 朴美惠著; 楊雅純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1295 教養不是作戰: 當孩子的情緒導師,學習抗壓、處理負面情緒、找到快樂本質蘇珊.史帝佛曼(Susan Stiffelman)著; 戴雅秀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1813 EZ Korea流行韓語教學誌 EZ Korea編輯部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8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95

日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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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481820 企鵝小姐的韓語日記: 親愛的達令 企鵝小姐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1844 料理好吃還不夠,這樣開店才會賺: 實錄日本20家店起死回生術X60招破解不景氣下排隊餐廳祕訣日経レストラン編著; 賴庭筠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1875 鉤針一次就上手!繽紛童話風: 100款針織創意圖樣E&G CREATES著; 黃瓊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1882 3天搞懂基金買賣: 3000元起,累積你的第一桶金 梁亦鴻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2100 決定男孩一生的0-6歲教養法: 日本教育專家20年經驗教你提升孩子學習力、社會生存力竹內繪里香著; Natsumi Cheng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2247 N5新日檢聽解: 一本搞定 今泉江利子作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2483404 韓國人天天都醬說?這150個慣用句,不會怎麼行?魯水晶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411 The beast. 4, 記憶的影子 金學芬作; ZHENa繪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3428 改變人類生活的創意發明Eureka!: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EZ TALK編輯部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435 幸福小宅X夢想家: 有效空間規劃,小房子多風格少預算的DIY改造實例林尚範著; 七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442 天賦不是奇蹟: 德國腦神經專家倡導六大潛能,發掘孩子的優勢與才華葛拉德.胥特(Gerald Huther), 烏利.豪森(Uli Hauser)著; 林琬玉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459 臺南風格私旅 林士棻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541 一次看懂英文新聞News Words: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EZ TALK編輯部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815 萬法歸宗: 隋唐長安佛教宗派興盛紀實特展 中臺山博物館, 中臺禪寺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2822 萬法歸宗: 隋唐長安佛教宗派興盛紀實特展: 導覽手冊中臺山博物館, 中臺禪寺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5903 心太平室書會會員聯展作品集 張枝萬總編輯 2010-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6686 精解臺語漢字詞典 王華南編著 2012-09-00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心太平室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水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文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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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528 好詞: 從唐宋到清初,停在最想念的時光 琹涵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0528 好詞: 從唐宋到清初,停在最想念的時光 琹涵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0542 好詩: 從先秦到明清,回到初相遇的一刻 琹涵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0566 你,怎麼能不愛臺灣棒球!: 擁抱世界第一等的夢想,找回單純愛棒球的初心林言熹圖.文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0887 論語聖經 米至仁編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0979 戲曲敘事論述集: 附劇本二種 侯雲舒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0993 容止齋詩集 蕭欽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013 容止齋聯集 蕭欽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020 容止齋文集 蕭欽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143 中國國富論: 中國經濟: 從文化衝突到文明融合 魏萼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150 失學孤兒闖博士 杜松柏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167 容止齋集錦 蕭欽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174 遭遇索馬利亞海盜: 旭富一號事件 吳朝義口述; 黃威翔執筆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181 皇道無間 陳永騰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141204 分類詞語彙編 胡紹康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228 八十回顧: 楊國生自述 楊國生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235 耋年書懷: 劉錫洲回顧錄 劉錫洲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259 流年流水橋自橫 卓人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266 一信詩學研究: 解剖一隻九頭詩鵠 陳福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273 「日本問題」的終極處理: 廿一世紀中國人的天命與扶桑省建設要綱陳福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280 古繼堂論著集(簡體字版) 古繼堂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297 王更生先生全集. 第二輯 王更生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141303 盛清詩壇的奇流: 鄭板橋詩歌及其思想 胡倩茹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310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與中國 劉敏元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334 白玉蟾: 學貫百家.書畫雙絕 王會均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日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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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41341 海瑞: 明廉吏.海青天 王會均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358 天帝教的中華文化意涵: 掬一瓢<>品天香 陳福成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365 海南建置沿革史 王會均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372 <>與唐、宋筆記研究: 論平安朝對北宋文學文化之受容李育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389 清史論集 莊吉發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141396 滿漢對譯文選 莊吉發編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402 王陽明與康德道德哲學的比較研究 鄭基良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419 現代西洋文學批評綜述 張雙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426 六個十年詩集: 麥穗小詩選集 麥穗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433 變動中的傳承: 民族舞蹈創作的文化性與當代性蕭君玲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440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王鵬凱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457 元史鉤沉 袁冀著 2013-09-00 增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3141464 宗教、哲學與社會文化 吳有能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495 傳世與淑世理念下的<>創作 王鵬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1403 佛說摩利支天經 一吉阿闍梨主編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4357 真愛烘焙坊: 臺東聖母醫院的故事 陳世賢文; 簡玉婷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1621 臺灣佛教發展脈絡與展望 惠空法師著述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8811645 白聖長老傳 童勉之編撰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1652 臺灣佛教的僧伽教育: 以佛學院為中心 周玉茹編撰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平慈光寺

送存冊數共計：35

臺灣密嚴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臺東聖母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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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1715 Hold Down互動跨領域展演: 體驗型藝術創作 陳俊明著 2011-03-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2311 臺灣警政發展史 章光明主編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7958 臺日海域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劉春暉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2173 足滿足: 這樣按,讓你肩不痠、腰不痛、頭不疼 郭長青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2180 骨盆枕體操: 治療腰痛!伸展肩背!美腹瘦身! 黃如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2197 好孕一點都不難: 解決新手媽媽困擾的實踐全書池下育子等監修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901 1日5分鐘,搞定自律神經失調 伊藤克人監修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918 美肌革命: 駐顏、纖體、活血、補氣,全身美一次到位佟彤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925 30天這樣吃 純天然發酵美人餐 伊達友美著; 諾麗果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932 為何戀愛?為何不忠?為何小三不怕大老婆? 楊聰財, 魏兆玟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949 肌斷食: 立即丟掉你的保養品及化妝品,99%的肌膚煩惱都能改善!宇津木龍一著; 婁愛蓮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72521 中式麵食加工乙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3139 烘焙食品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3795 基本電學奪分寶典. II 何政翰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水母漂集團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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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206 翹小指的男人 陸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213 紙上遊戲 林岐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220 錦瑟 七里作; 夢鵬繪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237 是非 Ranana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244 螢幕拍檔 七優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251 荒城 林歧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268 玫瑰園先生們 ㊣純愛系搞笑藝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0303 頑皮偵探團. Vol.5, 廁所的偷窺狂 李光福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327 親愛的豬豬 羅若沂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42134 北極小熊Q 張放之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203 Injung oh volossom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7210 Camouflage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8527 獸醫流行病學 蔡向榮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274 輕鬆.財算好 鄭建榮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281 建生書畫選輯 王建生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955298 經濟學生病了. 四, 國際經濟學 蔡克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7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木更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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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55304 解析青少年網上行為對競爭力之影響 陳瑛琪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311 臺灣海陸及其原鄉客家話的調查與比較研究 鄧盛有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328 經濟學生病了. 五, 賽局理論 蔡克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342 輕鬆.學研發 劉元文, 梁淑堅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359 當代中文網路中的“作家迷”虛擬社群研究: 以“魯迅論壇”、“張迷客廳”、“金庸茶館”和“王小波門下走狗”論壇為中心葛濤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955366 畫中有話: <>成語選讀 劉怡伶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373 祖先崇拜與紀念祖先: 客家祖牌文化的延續與轉化曾純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380 職業與教育規劃: 以提升就業力為導向 周春美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403 互補與激盪: 當習慣領域遇到美塔學 李偉俊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410 中國哲學卷 蔡輝振總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427 經濟學生病了. 六, 國家政治學 蔡克(Hak Choi)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434 中國散文卷 蔡輝振總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441 應用中文卷 蔡輝振總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9192 你是笙歌我是夜. 1, 孤獨 月下著 2013-08-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208 你是笙歌我是夜. 2, 重逢 月下著 2013-08-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215 去印度 學倒立 吳蘇媚著 2013-08-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222 尋訪香格里拉: 我在西藏的心靈筆記 伯納德.傑森著; 黃朝譯 2013-10-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260 改變人生的智慧 奧里森.馬登著; 余卓桓翻譯 2013-10-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291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開藏法師著 2013-10-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404 蒼天白雲 天雲著 2013-10-00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6

天界之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五洲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水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第 66 頁，共 617 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13058 機工機械辭典 胡祥麟, 陳威合編 2013-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89901 溥心畬詩書畫研究 王瓊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89963 唐前歌舞 葉桂桐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89994 摛辭重譯: 古詩文新論 廖一瑾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015 <><>教學與研究 黃忠慎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022 臺灣古典詩選、詩集、詩社與詩人 廖一瑾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046 深入南荒: 唐宋時期嶺南西部史地論集 廖幼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1485 魔鬼藏在細節裡. II, 微妙的美日關係: 連帶與衰退許介鱗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11492 魔鬼藏在細節裡. I, 微妙的美日關係: 保護與霸凌許介鱗作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68623 臺灣的社會福利: 歷史與制度的分析 林萬億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1531 網路民主: 臺灣iVoter投票諮詢網站建置紀實 廖達琪等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71944 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方法論之回顧與前瞻黃紀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72378 最新編五南國語辭典 五南辭書編輯小組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3702 公共政策辭典 吳定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原大學特教系暨特教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文英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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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383754 學前特殊教育輔導手冊: 以幼兒體能與遊戲為例康雅淑, 黃淑敏主編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83600 海峽兩岸空間「繪」「畫」學術論壇論文集. 2013陳歷渝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6075 欣.藝 陳歷渝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6082 原.緣: 劉國松現代水墨師生展 陳歷渝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0564 太少的備忘錄 侯季然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353 大耳查布歷險記.1, 你好,我是查布! 艾杜瓦德.烏斯賓斯基 (Eduard Uspensky)作; 苡蔓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9360 大耳查布歷險記. 2, 一起去旅行 艾杜瓦德.烏斯賓斯基(Eduard Uspensky)作; 苡蔓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9377 大耳查布歷險記. 3, 馬戲團來了 艾杜瓦德.烏斯賓斯基 (Eduard Uspensky)作; 苡蔓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9421 每天5分鐘.手足美人養成術: 韓國頂尖手模的私房保養、美容、美甲秘技崔賢淑作; 陳品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438 最勇敢的格林童話: 奇異的旅程 格林兄弟(Jacob and Wilhelm Grimm)著; 李建興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445 最詭奇的蒲松齡童話: 浮生若夢 蒲松齡著; 吳雅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452 手繪女生單人小房間100個布置祕密 Yuki Kawakami作; 連雪雅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469 設計.AROUND: Ideas within life 臺灣設計師連線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476 視覺筆記: 一枝筆輕鬆學素描、提高觀察力、激發創造力諾曼.克勞(Norman A. Crowe), 保羅.拉索(Paul Laseau)著; 張家綺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490 王大閎: 永恆的建築詩人 徐明松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9506 優秀老師大不同: 課堂上17件最重要的事 陶德.威塔克(Todd Whitaker)著; 張家綺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513 痛苦的首都 波戈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520 魚的希臘旅行手記 趙于萱圖.文.攝影 2013-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29537 劊子手偵探. 2, 黑暗僧侶之謎 奧利佛.普茨(Oliver Potzsch)著; 張詠欣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544 龍淚: 池袋西口公園. 9 石田衣良著; 孫莎莎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568 擁抱自己,療癒外遇傷痛: 離開婚姻前後的情緒療癒、親子教養、回歸平靜胡可歆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575 老後的人生你想怎麼過?: 40項心境淡定、日子愜意的生活指引山[]武也著; 謝佳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582 浪人之歌 吳懷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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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29599 不死煉金術師. 4, 入魔的死靈法師 麥可.史考特(Michael Scott)著; 亞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605 紅茶時間. III, 溫暖的奶茶時光 山田詩子圖文創作; 苡蔓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9612 Polaroid拍立得: 不死的攝影分享精神 波南諾(Christopher Bonanos)著; 李宗義, 許雅淑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629 金烏 楊佳嫻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636 我們曾是公民: 只來了一半的末日 詹姆斯.哈維.康斯勒(James Howard Kunstler)著; 黃思瑜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667 沒有別人,只要我們 克麗絲汀.霍布羅克(Kristin Halbrook)著; 謝佳真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674 每天2分鐘,40個小練習: 學會所有繪畫技能 貝蒂.愛德華(Betty Edwards)著; 張索娃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681 紙上太極: 生活中的書法美學 侯吉諒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698 碎片 青山七惠作; 歐凱寧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704 再死都要搶: 不死大盜之螢火蟲兄弟 湯瑪斯.穆倫(Thomas Mullen)著; 黃思瑜譯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9711 海蒂十二族 阿雅娜.梅錫斯(Ayana Mathis)著; 嚴麗娟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728 日本鐵道繪旅行 文少輝, 傅美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735 太多幸福: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1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張茂芸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742 親愛的人生: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2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王敏雯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773 天生就會跑 克里斯多福.麥杜格(Christopher McDougall)著; 王亦穹譯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88986 新白話聊齋志異 (清)蒲松齡原著; 孫通海等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00014 新白話聊齋志異 (清)蒲松齡原著; 孫通海等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202082 新白話聊齋志異 (清)蒲松齡原著; 孫通海等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203782 無限的網: 草間彌生自傳 草間彌生著; 鄭衍偉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1037 耶穌醫治的大能 樊鴻台, 羅啟華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051 什麼是崇拜的音樂? 保羅.瓊斯(Paul S. Jones)著; 周瑞芳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099 培靈講道集 楊摩西著 2013-07-00 平裝 第10輯 1

9789862771075 培靈講道集 楊摩西著 2013-06-00 平裝 第9輯 1

9789862771136 從潛能到實現: 神為你一生的設計 楊德文(Dominic Yeo)著; 劉如菁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143 連爸爸說故事 連益雄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198 信心之子: 使徒保羅人生探討 楊摩西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211 基督教教義傳統中的唯信思想 劉乃良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8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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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771228 當天堂降下來 祈安(Che Ahn)著; 劉如菁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235 小佈道家: 福音五訣佈道手冊 賴明芳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242 舊約速讀手冊 蔡春曦, 蔡黃玉珍著 2013-08-00 增訂版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2771259 新約速讀手冊 蔡春曦, 蔡黃玉珍著 2013-08-00 增訂版初版3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7400 一方山水: 王峰油畫集. 2011年 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5192 缺餅歌與鐵冠數 雷正祺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5208 聽音論命: 從嗓音看命知疾病 張昭明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5222 喝葡萄酒有學問,非知不可 楊怡祥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4670 九死一生話養生: 黃帝三經與儒釋道養生奧祕 張岫峰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687 美女小心紅斑性狼瘡 蔡呈芳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694 黑木耳革命 陳啟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700 益生菌酵素嚇嚇叫: 酵素、益生菌及其分泌物 呂鋒洲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717 神奇檸檬多酚與酵素 陳啟楨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724 氫分子機能水: 氫分子為新而神奇的抗氧化劑 呂鋒洲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731 小心過勞肥 葉慧昌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748 抗老防衰一二三 鄭歲宗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8

文訊雜誌社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神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王峰油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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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2202 海峽兩岸青年作家作品選 封德屏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2202 海峽兩岸青年作家作品選 封德屏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2202 海峽兩岸青年作家作品選 封德屏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8230 The management and case study on adjacent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王華弘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524 禪宗公案與民間故事: 民間文學論集 金榮華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2795 知識社群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黃燕忠, 姚慶邦, 廖登玉執行編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10896 Edipe sur la route et antigone d'Henry bauchau: mythe, spiritualite et mystique dans une oeuvre litteraireLin Chong Hui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082924 樊慰慈箏樂創作曲譜集. 一, 手稿典藏版 樊慰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2931 中華職棒大聯盟現役球員生涯發展與規劃現況調查唐慧媛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2948 點光社會議題: 3D電腦動畫藝術創作 楊錫彬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2962 華岡舞蹈論壇: 「2013 CCU舞蹈創作國際研討會」論文彙集伍曼麗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082979 韓國學研究論文集 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韓國學研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82986 參加2011年深圳第26屆世界大學運動會男子網球項目奪金競賽實務技術報告詹淑月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2993 指導杜凱文2012年倫敦奧運會暨國內外運動競賽實務報告鄭吉祥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冊數共計：1

口傳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工程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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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5407 魔法麵包店 具竝模著; 張琪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414 美好的一年 希波荷.佩蒂珍—瑟弗(Cypora Petitjean-Cerf)著; 洪銘成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421 柏林魔幻夜 安奈.顧希赫納(Annett Gröschner)著; 莊琲琲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438 消失的星芒 凱特.克莉絲森(Kate Christensen)著; 紀迺良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4930 時代的回眸: 楊月蓀作品集 楊月蓀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019 中國地圖: 中國人的精神地圖 汪建輝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002 和電梯說話的男人 大衛.席克勒 (David Schickler)著; 李斯毅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026 離散 李有成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033 臺北日與夜 王丹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040 假如中美開戰: 二十一世紀的戰爭 陳破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057 三封寫給獨裁者的信 費南度.阿拉巴爾(Fernando Arrabal)著; 陳小雀, 武忠森, 張懿德等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064 校長論政: 臺灣關懷系列 賴振昌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071 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 廖亦武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088 臺灣,打拼: 康寧祥回憶錄 康寧祥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94095 從臺西到臺北 林益厚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0407 中國第一命運的靈動數 李政一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心理

送存冊數共計：4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中國五術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第 72 頁，共 617 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5470 品學兼優標竿學校: 成就卓越的品格教育 Thomas Lickona, Matthew Davidson作; 劉慈惠等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487 創作性戲劇在團體工作的應用 Sue Jennings著; 張曉華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494 工作與身心障礙: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成效的背景因素、議題與策略Edna Mora Szymanski, Randall M. Parker主編; 王華沛等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500 兒童文學在幼兒園中的運用: 發展孩子的閱讀理解力及興趣Lesley Mandel Morrow, Elizabeth Freitag, Linda B. Gambrell著; 葉嘉青編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517 社會心理學: 掌握現代生活的必修課程 林仁和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524 生命述說: 一位心理學家的反思與實踐 樊雪春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548 兒童在畫人測驗的投射評量 朱錦鳳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562 班級經營: 核心實務與議題 林政逸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579 看見特殊,看見潛能: 特殊生教師家長貼心手冊 孟瑛如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5586 話在心.口難言: 運動性言語障礙的理論與實務 鄭靜宜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593 思考技巧與教學 張玉成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5609 教保專業倫理: 理論與實務 張純子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616 課後照顧經營與管理 劉鎮寧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630 十二年國教下的班級經營: 十八項理論解說與事例印證陳威任, 陳膺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661 統計就是要這樣跑 張芳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5678 幼兒發展評量與輔導 王珮玲著 2013-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1915685 幼兒與學習: 觀點與展望 侯天麗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24725 受虐兒童的遊戲治療: 手冊 Eliana Gil作; 梁培勇譯 2001-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024732 嚴重心理創傷的遊戲治療: 手冊 Eliana Gil作; 梁培勇譯 2001-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8753 Living in the true heart: help yourself solve the mysteries of your mindXiujin Lu 2011-11-00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4265 中國佛教會網站專輯. 97年度 堅如編撰 2010-03-00 平裝 1

9789868424272 中國佛教會網站專輯. 98年度 堅如編撰 2010-04-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心理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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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424296 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 楊書豪著 2010-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229 分享與善誘: 中國科大績優導師的故事 李景亮等撰稿; 鄭亞薇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199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中國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主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76455 管理、資訊與商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0 中國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主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7512 中國美術協會. 2013: 重現風華: 來臺復會六十週年紀念專輯 2013-07-00 平裝 2

9789868627505 中國美術協會書畫聯展專輯. 2010年 2010-05-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6996 張德正畫集 張德正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836996 張德正畫集 張德正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2264 魔笛20年紀念特刊 林新惠主編 2013-07-00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國美術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音樂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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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70350 神峰通考(命理正宗) (明)張楠撰; 陳繕剛主編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879 滴天髓輯要.補註 (清)素庵老人輯要; 東海徐樂吾補註; 陳繕剛主編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886 八字提要 韋千里著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893 新編芥子園畫譜: 山水畫 巢勳摹古原本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909 新編芥子園畫譜: 梅蘭竹菊 巢勳摹古原本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916 新編芥子園畫譜: 花鳥畫 巢勳摹古原本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923 新編鋼筆毛筆字寫法 蔡狄秋編著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930 新編楷書間架結構92則 蔡狄秋編著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947 硬筆字楷行草三體範本 蔡狄秋編著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954 易卦占卜講義 胡焰棠, 梁杏絹編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961 分類中國古今俏皮話慣用流行語辭典 管梅芬主編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70978 不再寫錯字、讀錯音 王惠玲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985 字音字形完全攻略手冊 王惠玲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0992 字音字形闖關秘笈 王惠玲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012 你也是成語高手 黃珍芳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029 輕輕鬆鬆學成語 王惠玲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036 常用成語精選集 管梅芬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043 子平正典 林永裕編著 2013-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471050 星相家擇日萬年曆 林永裕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067 風水羅盤解 林崇慶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7801 稅務會計: 含稅務法令及實務 吳家驥, 陳崑山, 饒月琴編著 2010-07-00 修訂第三十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書法學會

文國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文笙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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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172092 中國書法學會海外交流展會員作品集. 第六次 張順興等編輯 2010-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04121 標準草書符號解說 林達男編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294 幸福說明書: 得著婚姻中的自由與滿足 尼爾.安德生, 查爾斯.麥蘭德著; 吳蔓玲譯 2013-11-00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2157 管理創新與教育研究學術研討會. 2013 黃素惠總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200 兩岸道教太乙淨土學術論壇論文集. 2013年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4491 文房情事: 筆.墨.紙.硯的特質研究與應用 國立中正大學書法研學社編輯群作 2010-05-00 平裝 1

9789868454491 文房情事: 筆.墨.紙.硯的特質研究與應用 國立中正大學書法研學社編輯群作 201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文化總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太乙淨土道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標準草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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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573378 兩岸書法篆刻名家展 楊渡總編輯 2013-09-00 精裝 1

9789866573385 跨域.典範: 廖修平的真實與虛擬 廖修平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3392 走讀臺灣: 南投縣 盧思岳總編輯 2013-11-00 其他 全套 1

9789866573408 八旬無心: 歐豪年書畫集 歐豪年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2185 鋼鐵少女: 北海女武神 皇宇, 惟丞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2157 大同班講義 正義天同總堂編輯部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8366 街燈下讀書的小孩 黃廣志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7061 開始在越南自助旅行 吳靜雯著.攝影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078 開始在法國自助旅行 陳翠霏作.攝影 2011-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07085 開始在荷蘭自助旅行 陳奕伸作.攝影 2011-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7108 畫家帶路,丹麥尋寶記 傅美璇(Erica)文字; 文少輝(Jackman)攝影及插畫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177 一流人才的晨讀習慣 中島孝志作; 王蘊潔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191 搭地鐵玩遍東京 孫偉家作.攝影 2011-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7313 莫斯科.金環.聖彼得堡 王姿懿作.攝影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320 吉隆坡: 附雪蘭莪州.怡保.波德申 瑪杜莎作.攝影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雅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天然一貫大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普公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友善之地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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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07337 曼谷後花園: 華欣泰享受 余能炘著.攝影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375 開始到紐西蘭打工度假 蔡弦峰作.攝影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7382 島力全開!泰high全攻略: 蘇美島.龜島.南緣島.帕岸島.普吉島.PP島.喀比灣.蘭塔島及安通國家公園邱明憲著.攝影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405 巴黎 姚筱涵作.攝影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7412 真可愛!只要有筆就能畫 劉彤渲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429 飛到香港吃吃吃 古弘基作.攝影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443 小三通: 金門.廈門 陳玉治作.攝影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559 開始在歐洲自助旅行 蘇瑞銘, 鄭明佳作.攝影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573 首爾.濟州: 附利川.南怡島.春川.安養 車建恩作.攝影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597 波士頓: 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謝伯讓, 高薏涵作 2012-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7603 畫家帶路,JR Pass遊日本 傅美璇文字; 文少輝攝影.插畫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610 蘇州.杭州: 附周庄.同里.甪直.木瀆 陳玉治文字.攝影 2012-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07825 澳洲打工度假一起Cooking!! Soda, Terry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832 大連.哈爾濱: 附長春.瀋陽 陳玉治文字.攝影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7849 優雅女人顯瘦造型穿衣法: 造型師石田純子公開任何體型的修飾技巧石田純子作; 鍾雨欣, 李姍珊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856 如果沒有財產就留給孩子讀書的方法: 從吊車尾到全校第一名的奇蹟韓熙澤作; 穆香怡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863 開始在挪威自助旅行 林庭如文字.攝影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870 搭地鐵玩遍釜山: 附慶州.鎮海.濟州島 Helena文字.攝影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887 瑞士 蘇瑞銘文字; 蔣玉霜攝影 2013-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7894 超完美!「鼓浪嶼」旅行大計畫 谷聲圖書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900 上班族糙米減肥全攻略 金燦傑作; 張鈺琦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917 開始在北歐自助旅行 武蕾作.攝影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924 我愛鳥.零距離: 鏡頭下的精靈,我的心跟著妳飛 莊勝雄文字.攝影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931 我的決勝21點 唐宏安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948 遜咖吸血鬼日記. 2, 純愛王子 提姆.柯林斯(Tim Collins)作; 王淑玫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955 洛杉磯 王之義著 2013-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07962 真愛義大利: 27個大城小鎮實用導覽書 吳靜雯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7979 放眼德國設計: 不斷創新的生活藝術 王紹強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7986 放眼法國設計: 潮流藝術的引領者 王紹強編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07993 英國 吳靜雯作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001 丸林家的手感家具帖. 2, Cafe質感的小家裝潢術丸林家族作; 鄭衍偉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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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60018 放眼北歐丹麥瑞典設計: 以人為本的幸福創意 王紹強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025 Check in首爾: 體驗韓屋: 各區精選特色住宿、周邊散步路線權多嫻作; 張鈺琦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032 開始在澳洲自助旅行 張念萱作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049 芝加哥 林云也作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056 開始在釜山自助旅行 亞莎崎文字.攝影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070 放眼紐約設計: 靈感與商業並存 王紹強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087 放眼西班牙設計: 不斷燃燒的創意 王紹強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094 放眼巴西設計: 創意在狂歡 王紹強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00 首爾私房輕旅行 Cyrus作.攝影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17 開始到美國打工度假 高函郁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24 搭地鐵玩遍新加坡 但敏文字.攝影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155 你可以療癒自己: 名醫沒有空告訴你的事 茱莉.希芙作; 王淑玫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62 走! 到法國學廚藝 安東尼文字.攝影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79 開始在泰國自助旅行 吳靜雯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3256 不用勉強自己,就能吸引幸運來敲門 鈴木真奈美著; 林仁惠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263 時時可死,步步為生: 一個藏族傳者的尋道開悟之旅源淼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1753270 獲利保7%的好命女投資法: 女人不被幸福淘汰的第二專長王仲麟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1753287 讓愛成為一種能力: 在關係中滋養彼此,讓你更敢愛、懂愛、親近愛黃士鈞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1753294 粉紅色牢房效應: 綁架想法、感受和行為的9種潛在力量亞當.奧特(Adam Alter)著; 陳信宏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300 來個擁抱吧!: 力克叔叔教我的8堂課 阿丁編著; 芝麻羔插畫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1753317 人生迎風向前: 享受工作與生活的65個態度 水野敬也, 長沼直樹著; 長安靜美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324 阿羅哈Aloha!: 我在修藍博士身邊學到的清理話語伊賀列阿卡拉.修藍(Ihalealkala Hew Len), 平良愛綾著; 龔婉如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331 先別急著當傻瓜: Mensa會長激勵人心的生命故事喬辛.迪.波沙達(Joachim de Posada), 雷蒙德.喬(Raymond Joe)著; 楊琬茹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348 有人因你活著而幸福嗎?: 現在開始問自己,人生必定不一樣的27個問題翡翠小太郎著; 陳糸美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0

口腔植體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3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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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5738 全國人工植牙共識論壇 石相懋總編輯 2011-10-00 平裝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9360 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論文集. 2013第15屆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主編 2013-09-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5219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13 張兆驊, 許伊琳, 蔡宜璇文字編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4024 COSO內部控制: 整合架構 美國COSO委員會原著; 王怡心等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6837 臺北醫學大學牙科校友總會三十週年暨牙橋雜誌二十週年特刊: 回顧傳承展望黃大森總編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0523 中醫院所感染控制暨針灸標準作業程序手冊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5

9789868140530 中醫養生保健手冊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140530 中醫養生保健手冊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3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

牙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內部稽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戶外遊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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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4211 民生電子研討會論文集. 2013 胡懷祖, 吳錫聰, 林秀菊編輯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9031 丘海會刊. 第十四期 丘海編輯出版委員會編輯 2011-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8619 TIIBS管理專業能力認證. 2013年: 「管理基本知識檢定」題型題庫中華民國多國籍企業研究學會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1049 撤銷仲裁判斷之司法實踐評析 劉漢廷總編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3374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楷模「金駝獎」專輯. 第24屆劉香梅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353381 全國績優社會福利志工團隊專輯. 102年度 劉香梅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6103 創業勝經: 創業楷模奮鬥故事. 2011 王珮華等撰稿 2011-12-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青創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多國籍企業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仲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民生電子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丘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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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217 物流運籌管理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68030 演出製作新鮮人手冊 沈敏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768030 演出製作新鮮人手冊 沈敏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52420 臺灣室內空間設計畢業學生作品菁選集. 2010 朱政德總編輯 2011-03-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57326 馬祖福州話注音符號理論與實務 陳儀宇著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057319 閩話(福州方言)在馬祖的字與音論集 陳儀宇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0153 起來!堵住破口 慕約翰(John Mulinde)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0160 禱告祭壇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0177 天在這地開了: 悔改與復興 慕約翰(John Mulinde)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0184 天在這地開了: 進入命定 慕約翰(John Mulinde)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0191 天在這地開了: 靈界運作的原則 慕約翰(John Mulinde)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83402 天在這地開了: 興起大軍 慕約翰(John Mulinde)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禱告網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2

室內裝修專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祖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物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表演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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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00082 期待你長大: 外婆的愛 吳靜娟文.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800099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大會. 第十四屆廖華芳, 林幸君等人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4332 景觀 黃辰美總編輯 2011-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6340 臺灣農會大事年表 胡忠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8500 遊程規劃實務: 遊程規劃師認證題型題庫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110 前進巴西 裘汝鈞, 巴西臺貿中心文稿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141 中國大陸內銷通路指南: 解構代理商營運模式 林淑惠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141 中國大陸內銷通路指南: 解構代理商營運模式 林淑惠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158 中國大陸潛力城市消費力系列市調報告: 發現環渤海林瑋琦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158 中國大陸潛力城市消費力系列市調報告: 發現環渤海林瑋琦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165 土耳其轉口商機探索 華紹強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165 土耳其轉口商機探索 華紹強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早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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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953172 中國大陸潛力城市消費力系列市調報告: 剖析泛珠三角游立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4953202 墨西哥產業發展及內需商機 張為詩, 蔡明燿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2904 臺灣廚具 No.009 廖繼仁總編輯 2010-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0481 臺灣六都及縣市政府體育運動法規彙編 李仁德編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190481 臺灣六都及縣市政府體育運動法規彙編 李仁德編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85980 學校建築研究. 2011: 百年校園建築創新裝 梁嘉惠等執行編輯 2011-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2500 TTQS撰寫人資計畫範例與認證金牌之路 孫保瑞編著 2011-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3607 二十年的軌跡: 創會二十周年特刊 李少華等撰文 2011-11-00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露營休閒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靈修協進會

送存冊數共計：2

學校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職工福利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廚具公會全國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生棒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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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1364 道學闖天涯の櫻花時 陳怡如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3402 七真修行史傳 林詩輝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304 石藏 李壯源, 郭上平主編 2012-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610 國際色彩學研討會論文集: 色彩設計.應用與科學. 2011第十二屆徐明景總編輯 2011-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5237 攝類學 蔣貝赤理雲丹嘉措著; 佛子譯 2013-09-00 增訂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740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漢語拼音) (唐)玄奘法師譯 2010-0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色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妙宗班智達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北極真武道場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印石藝術收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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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491984 The 2013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 computer aided innovation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作]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4627 建國百年: 臺灣意象水彩名家大展 洪東標總編輯 2011-10-00 精裝 1

9789868554634 壯闊交響. 2012: 巨幅水彩創作大展專輯 洪東標總編輯 2012-04-00 精裝 1

9789868554603 印象.風城: 水彩展專輯. 2009 吳冠德總編輯 2009-08-00 \� 精裝 1

9789868554610 水彩的壯闊波濤: 海峽兩岸水彩名家作品精選集洪東標總編輯 2010-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8533 健康社會學 Peter Morrall著; 李志平譯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0721 打火兄弟 趙鋼作 2012-01-00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46714 張志焜藝術生活探源 張筱白總編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2507 庚寅臺灣書法年展 龔朝陽執行主編 2011-05-00 平裝 1

9789868722569 中華民國書學會癸巳會員作品展專輯 李本源執行主編 2013-08-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消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畫藝術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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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3559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論文摘要集). 2013第八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5113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3賴志松總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01681 兩岸運科研討會報告書. 2013年 陳國儀主編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7601698 海峽兩岸運動產業研討會報告書. 2013年第四屆陳國儀主編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7601704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澳大利亞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報告書. 2013年第6屆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24450 網頁設計 陳恩航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5724467 商業套裝軟體 夏德威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474 生產與作業管理 林澤杰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4481 行銷管理 陳正男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4498 英文檢定 梁彩玲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24504 計算機概論 許華青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4511 服務業管理 顏昌華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4528 資料處理 黃嘉輝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4535 管理學 周素娥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542 消費者行為 周建亨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5724559 證券經營與實務 許銘福, 楊成福, 鄭廳宜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華視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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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5724566 商業談判 何志峰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573 審計學 金世朋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724580 金融管理 鍾滄榮等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4597 系統分析與設計 王皋雄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4603 投資學 鄭瑞昌, 曾麗文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610 日文 吳致秀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24627 英文作文 陳怡蓁, 鄭傳傑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016 需求結構與貿易型態: 林德假說(Linder hypothesis)於創意商品的驗證彭素玲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95023 農產品出口潛能評估機制之研析及對我國的啟示吳佳勳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838780 自我僱用者失業保險之研究 王素彎, 高震宇, 蔡金宏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1074 外國人三分鐘漢語演講(中文日譯版) TLI海峽兩岸編輯團隊主編; 黃佩玉, 片山愛日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91074 外國人三分鐘漢語演講(中文日譯版) TLI海峽兩岸編輯團隊主編; 黃佩玉, 片山愛日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08006 圖書館學問題研討:分類與編目 張慧銖編著 199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08006 圖書館學問題研討:分類與編目 張慧銖編著 1992-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4282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3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2013-10-00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徵信所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語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華圖書館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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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9503 中華藝苑薈萃特刊 趙如柏主編 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5783 佛說阿彌陀經 佛說觀無量壽經 佛說無量壽經白話註解紫雲居士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8033 高級會士影展作品集暨<>攝影作品集選刊. 2012呂文堅總編輯 2013-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5706 抗癌寶典 張維懋作 2010-08-00 一版 平裝 第1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8414 海峽兩岸旅遊觀光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1 中華觀光管理學會主編 2011-07-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37049 長壽聚樂部: 客家村百歲阿公阿婆的12個養生智慧涂月華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056 健走: 「行的奇蹟」健康法 林婷儀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經社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關懷癌友重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觀光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藥師山居士佛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藝術攝影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藝苑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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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1301 小塔的憶世界: 愛一直都在 高嘉淇文; 黃子紋圖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71301 小塔的憶世界: 愛一直都在 高嘉淇文; 黃子紋圖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6809 尋覓葉靜山花鳥心語 葉靜山作 2013-09-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2769 簡易出生年月日時命運 朱武雄撰 2011-04-00 平裝 1

9789868252752 文王靈感聖卦及諸葛武侯聖卦 朱武雄撰 2011-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5104 明覺講紀: 弘聖師說法. 一, 二OO八年農曆正月至三月弘聖師講述; 一覺元紀錄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4325 人類文明的崩解與重生: 全球防疫專家牛津大學馬克.哈里森訪談錄洪士培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4301 城鎮轉型願景: 建設一個可持續的未來 Shaun Chamberlin作; 中臺文化顧問有限公司編譯 2010-10-00 平裝 1

9789868674318 戰國琉璃巡禮 林樹旺作 2010-10-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2

太極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臺文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2

友椿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天慈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幻想曲數位內容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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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4027 Functional assessment Hsin-Shu Huang 2013-11-00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0899 中臺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之行銷企劃個案. 休閒行銷篇張馨云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3528 教室high課: 班級經營100招 賴秋江, 曾冠蓉, 許碧月合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18087 鏈結: 技術報導專輯. 五 黃延真編輯 2011-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46602 創意手作館: 溫馨生活羊毛氈刺繡雜貨 心鮮文化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46480 創意手作館: 手工玩偶遊戲. 童話故事篇 心鮮文化著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46534 創意手作館: 就是愛繡日系風雜貨 心鮮文化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46541 創意手作館: 可愛不織布雜貨點心時間 心鮮文化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46572 創意手作館: 可愛的牛奶盒改造布雜貨 心鮮文化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心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手藝家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鋼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中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臺科大行銷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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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423734 鉤炫麗珠包 簡玉燕, 莊佩樺, 吳美萱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41 快樂圖案串珠卡包掛飾 邱麗華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58 拼布包包入門進階 柯布小姐手工莊園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65 羊毛氈吉祥物戳戳樂 許淑勤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72 蝶古巴特技法38堂課 林盈伶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89 遊戲風美少女電腦繪圖 simi圖.文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364 卓越與文化內涵兼具之外語教育 蘇其康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603 馨敏的藝想世界 王馨敏作 2013-08-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75769 阿茲海默氏症年長者華語運作機制 賴怡秀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5783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餐旅暨語言文化趨勢研討會論文集. 2013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編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5790 新聞英文節錄彙編 羅吉旺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5806 Instilling readers theater into the mindset of english teachers許美華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5813 Essential english for the workplace 韓大勇等總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5820 CCUT English 江美燕等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5851 English for MICE Helen Holleman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5875 The obstacles of learning reduced forms in spoken English林賢宏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5882 英文閱讀寫作能力大提升 文鶴編審委員會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5899 Understanding learner autonom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劉慧如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5950 Using facebook group to facilitate reflective practices among student teachers to respond to EFL teaching楊士賢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鶴

送存冊數共計：6

文藻外語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馨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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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475967 精要英文全攻略 陳祐莉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5974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全真模考應試錦囊文鶴編審委員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5998 應用外語理論、研究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3景文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001 English villages in Taiwan: theories and pratices 蔡麗娟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025 Interactive mobile assisted social e-learning: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s' quality of learning experience王生美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032 北商外語研究集刊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學系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輯 2

9789861476032 北商外語研究集刊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學系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輯 1

9789861476049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二屆梁耀南執行編輯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1476056 德霖技術學院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德霖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3901 英文文法與習作 張世娟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7639 真心請按兩次鈴 夢田文創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6396 蘭陵王: 原創故事小說 玉珊等原作; 林美利小說改寫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1056 含笑食堂: 美味誌 三立電視台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1032 含笑食堂電視小說 三立電視公司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1049 愛情急整室寫真 中國電視公司, 大川大立數位影音股份有限公司作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1063 終極一班. 3, 酷帥寫真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可米國際影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1070 親愛的,我愛上別人了: 寫真書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1087 蘭陵王影像書 春雷文創娛樂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1094 新白髮魔女影像書 北京稻草熊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805 飛越龍門客棧: 電視原創小說 苑亦原著劇本; 夏霏電視小說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812 回到愛開始的地方: 小說、劇本、幕後手記 羅詩, 呂安弦劇本作者; Difer小說改寫; 林孝謙導演手記; 陳嵩壽總編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829 我愛你愛你愛我: 同名小說 雷孝慈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836 我愛你愛你愛我: 寫真書 陳嵩壽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843 總舖師: 呷霸尚贏電影書 陳嵩壽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850 陸貞傳奇 張巍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81874 陸貞傳奇 張巍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81867 陸貞傳奇 張巍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2

水靈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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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81898 蘭陵公主 謝金魚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9404 終極一班. 3: 戰鬥寫真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可米國際影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9411 GEO胡宇威 胡宇威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13824 傅佩榮莊子經典50講: 在生命的轉彎處 傅佩榮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3831 走過: 老年書寫華文作品選輯 魯迅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3848 非理性的人: 存在主義研究經典 威廉.白瑞德(William Barrett)著; 彭鏡禧譯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3862 遙遠的目擊者: 阿拉伯之春紀事 Andy Carvin作; 鄧伯宸, 徐大成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3879 道家思想經典文論: 當代新道家的生命進路 王邦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3886 保守主義 經典閱讀 羅傑.史庫頓(Roger Scruton)著; 王皖強譯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38141 漫話宇宙 李光雄文; 繪馬車繪; 蘇世甄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8165 漫話動物 李光雄文; 繪馬車繪; 徐鳳擎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8226 日語10000單字完全攻略 上澤社編輯小組編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8288 ACME新編詳解英漢字典 外文字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09-00 修訂一版 精裝 1

9789861938554 最新穴道指壓健康法 明章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8592 小小百科. 7, 動物大觀 詹琇玲編著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8608 小小百科. 8, 植物世界 洪邦程編著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8646 最新標準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10-00 修訂五版 精裝 1

9789861938691 漫話環境 許純鳳文; 金康鎬繪; 溫鳳蓉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8752 寶寶認知圖典 林淑貞總編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8769 寶寶啟蒙圖典 林淑貞總編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8868 最新基本小六法 施茂林主編 2013-06-00 修訂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38875 Cute Cute簡筆畫 徐千薇繪圖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8882 唐詩 林淑貞總編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0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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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938899 三字經 林淑貞總編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8905 弟子規 林淑貞總編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8912 男孩女孩都愛玩的趣味摺紙 程怡菁作; 李文斌, Vicky繪圖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8929 后妃故事All in One 葉杏美, 楊加華, 張甄真編著; 汪家齡, 王國棟繪圖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8950 帝王故事All in One 顏瑞男, 林睿馨編著; 汪家齡, 王國棟繪圖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8967 將臣故事All in One 謝金燕, 李天民編著; 汪家齡繪圖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025 喜氣羊羊過蛇年: 電影故事 廣東原創動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032 呱呱的夢想 陳芠萱文; 小蘋子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9049 小刺蝟,開花! 陳芠萱文; 小蘋子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9056 自大的公雞 陳芠萱文; 小蘋子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9063 祕密花園 陳芠萱文; 小蘋子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0600 阿媽阿公講予囡仔聽的臺灣故事 盧千惠, 許世楷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40617 李遠哲與臺灣首次政黨輪替 謝秩祿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0624 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一九二0-一九六0) 王御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940631 寂靜。京都。臺東 蕭裕奇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648 明治洋食事始: 日式炸豬排誕生的故事 岡田哲著; 林錚顗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655 從建黨到執政: 民進黨相關人物訪問記錄 陳儀深主訪; 林志晟等紀錄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662 自由背包客: 臺灣民主景點小旅行 吳易蓁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0679 我沒有哭 陶樂蒂文.圖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75209 給孩子們的臺灣歷史童話 盧千惠著; 戴壁吟繪 2005-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0275 復健護理學 林月春等編著 2012-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0282 急症護理學 繆珣等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299 社區衛生護理學 尹祚芊等編著 2013-07-00 六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5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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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20312 醫護檢驗手冊 李慶孝, 王政光, 王欣凱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343 產科護理學 周汎澔等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0350 生活科技 李翊銘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381 新編解剖學 許世昌, 郭純琦編著 2013-08-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6120398 兒科護理學 蔣立琦等編著 2013-05-00 五版 其他 1

9789866120411 最新實用內外科護理學 蔡秀鑾等合著 2013-05-00 五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6120404 最新實用內外科護理學 蔡秀鑾等合著 2013-05-00 五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6120428 病理學 吳毅穎等編著 2013-09-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6120442 護理學導論 田聖芳等作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459 護理行政學 廖美南等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473 基本護理學 王月琴等編著 2013-08-00 六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6120480 基本護理學 王月琴等編著 2013-08-00 六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6120497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黃宣宜等編著 2013-08-00 八版 其他 1

9789866120510 解剖生理學 陳世昌等編著 2013-08-00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604 華視NEWS12週報智庫 張玉芬, 黃于勳編 2013-10-00 一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736 詭行天下. 卷四, 五墳鬼村 耳雅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0743 靈魂深處鬧革命 非天夜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20767 靈魂深處鬧革命 非天夜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20750 靈魂深處鬧革命 非天夜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8920781 365行短篇集之異想天開 亞海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0798 詭行天下. 卷五, 惡筆獸龕 耳雅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68608 詭行天下. 卷五, 惡筆獸龕 耳雅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68615 詭行天下. 卷六, 陵血蜃樓 耳雅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7

甲上學園文創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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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68622 詭行天下. 卷六, 陵血蜃樓 耳雅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68639 詭行天下. 卷七, 金棺鎮五命貓 耳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5471 雲外千峰 鄧韻梅編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935488 樂齡者的智慧 鄧韻梅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9025300 論語漢音新注 林紹良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919196 閱讀週計畫: 圖解文學常識 陳鐵君, 陳文之作 2013-06-00 臺二版 平裝 1

9789570919202 閱讀週計畫: 圖解國學常識 陳鐵君, 陳文之作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919318 針灸科學 黃維三作; 陳必誠編修 2013-08-00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325 體育史(編修版) 吳文忠作; 林玫君, 錢紀明編修 2013-09-00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349 青春期=叛逆?!: 我沒那麼難搞,只是你不懂 財團法人臺北市友緣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編寫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7550 迷你廣播劇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師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2008-07-00 臺初版 平裝 2

9789570917604 迷你廣播劇學生作業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2008-07-00 臺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2020 民粹亡臺記 黃光國作 2004-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38707 貝里,我最喜歡你: 日本第一個狗醫生貝里的感動物語岩貞留美子著; 緋華璃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714 權威食品安全專家教你安心買,健康吃: 9個基本觀念、17種食物陷阱、5大飲食原則,一次告訴你!文長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9

民主行動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0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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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8038738 養生我知道 三立財經台CH88「養生我知道」製作團隊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769 與巫對談: 那些神明教我的事 蔡州隆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783 如何秤出你的頭有多重?: 不要死腦筋,只要活人才!70個創意思考題,決定你「錄取」還是說「掰掰」!威廉.龐士東(William Poundstone)作; 嚴麗娟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2602 長路迢迢 林榮源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2000 揭開真相 釋正慧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982017 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實錄(1963-1970)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作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2041 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奇門遁甲開運. 馬 巫桓, 巫信輝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8792 我們生活的風景 中原慎一郎作; 謝育容譯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78808 甜蜜日日.我愛果醬 五十嵐路美作; 李淑芳譯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78877 在地球上跳舞! 宇佐美吉啟作; 高雅溎翻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78921 人體使用手冊. 3, 每天10分鐘梳頭推背健康長壽一生吳清忠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78945 早上2分鐘骨盆體操: 躺著動就能瘦 大庭史榔作; 莊蕘合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8976 TANYA的做作派。 蔡健雅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2

平安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5

布衣園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年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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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5463 深藍的呼喚 林詠琛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5470 即將遺忘 林詠琛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7540 左手之約束 林詠琛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7588 麵包樹上的女人 張小嫻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012 流浪的麵包樹 張小嫻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005 麵包樹出走了 張小嫻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3926 以平等之名: 托克維爾與<> 楊照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23933 城市造反: 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 侯志仁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23940 反造城市: 臺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 侯志仁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23957 權力資本雙螺旋: 臺灣視角的中國/兩岸研究 吳介民等作;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策畫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23964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彩虹之國的重建與和解之路戴斯蒙.屠圖(Desmond M. Tutu)著; 江紅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723971 社會生物學: 新綜合理論. 第四冊, 從冷血動物到人類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著; 薛絢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23988 蘇聯的最後一天 康納.歐克勒瑞(Conor O'Clery)著; 周全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636 鎮南宮廣場的人物: 張家和朱家(中文版) 張玉治著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3485 沒有治不好的病: 學會身鏡系統,活出一切都能療癒的實相馬汀.布洛夫曼(Martin Brofman)著; 林群華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539 地心文明桃樂市. 第三冊, 第五次元協定:與神合一之道奧瑞莉亞.蘆意詩.瓊斯(Aurelia Louise Jones)著; 黃愛淑譯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546 當薩滿巫師遇上腦神經醫學 蒲大衛(David Perlmutter), 阿貝托.維洛多(Alberto Villoldo)著; 李育青譯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玉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命潛能文化

本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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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323553 催眠之聲伴隨你: 催眠諮商大師艾瑞克森的故事與手法米爾頓.艾瑞克森(Milton H. Erikson), 史德奈.羅森(Sidney Rosen)著; 蕭德蘭譯2012-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323560 朵琳夫人教你天使療法引導式冥想. 前世今生卷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陶世惠譯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3577 女人越熟越美麗: 人生築夢40起跑 莎拉.布洛考(Sarah Brokaw)著; 盧秋瑩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584 聖地國度神諭占卜卡 柯蕾.鮑隆瑞(Colette Baron-Reid)著; 王培欣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591 創造生命的奇蹟: 你的人生不一樣 露易絲.賀(Louise L. Hay), 雪柔.李察森(Cheryl Richardson)合著; 江孟蓉譯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607 與先哲奇人相遇: 奧修帶你認識20位超越歷史的永恆生命奧修(Osho)著; 陳明堯譯 2012-07-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6323614 發現亞特蘭提斯: 攜手回歸黃金時代 黛安娜.庫柏(Diana Cooper), 莎朗.赫頓(Shaaron Huton)著; 林瑞堂譯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621 記憶牆: 七篇捕捉記憶風景的故事 安東尼.杜爾(Anthony Doerr)著; 丘淑芳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638 光行者: 人間天使工作手冊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林瑞堂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652 若不是荒野,我不會活下去: 一個背包客的童年受創復元路崔西.羅斯(Tracy Ross)著; 張明玲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669 塔羅逆轉牌: 逆轉塔羅解牌的視野 瑪莉K.格瑞爾(Mary K. Greer)著; 林群華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676 奇貓奇遇: 盲貓荷馬的冒險旅程 葛雯.庫柏(Gwen Cooper)著; 呂敏禎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683 爸爸,我們好嗎?: 一位自閉兒爸爸的愛與煩惱書 呂政達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690 卡崔娜水晶三部曲. 一, 水晶光能啟蒙: 礦石助你喚醒內在泉源卡崔娜.拉裴爾(Katrina Raphaell)著; 鄭婷玫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706 守護天使指引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陶世惠譯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23713 創造生命的力量 露易絲.賀(Louise L. Hay)著; 吳品瑜譯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3720 潘朵拉的12個禮物: 愛與寬怒自我療癒之路 陳卓君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737 貓咪禪師的12堂課: 和貓咪學坐禪 凱特.譚斯(Kat Tansey)著; 黃春華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744 女神神諭占卜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陶世惠譯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23751 奧修談瑜伽: 提升靈魂的科學 奧修(Osho)著; 林妙香譯 2013-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6323768 我不是大女人: 但我將告訴你,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凱特琳.莫倫(Caitlin Moran)著; 舒靈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775 浪漫天使指引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周莉萍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782 愛沒有錯!錯的是感情迷思 提姆.雷(Tim Ray)著; 謝佳真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799 零癌症: 呂應鐘教授的身心靈完全健康之道 呂應鐘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805 開心曼陀羅 林妙香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3812 奧修談勇氣: 在生活中冒險是一種喜悅 奧修(Osho)著; 黃瓊瑩譯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3829 天使之藥引導式冥想: 重返亞特蘭提斯治療聖殿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王培欣譯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3836 天使之藥: 亞特蘭提斯天使的神奇靈藥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陶世惠譯 2013-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23843 22篇名人大腦故事: 帶你遨遊神祕的腦神經世界羅伯.卡普蘭(Robert M. Kaplan)著; 楊仕音, 張明玲合譯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850 揚昇大師神諭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鄭婷玫譯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23867 奧修談自我: 從幻象邁向自由 奧修(Osho)著; 沙微塔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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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323874 天使塔羅牌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雷德里.瓦倫坦(Radleigh Valentine)合著; 王培欣, 王芳屏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881 內在的微笑引導式冥想 寶拉.賀倫(Paula Horan)作; 林瑞堂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3898 說進動物心坎裡: 跟著當代動物溝通導師,走進動物心世界瑪格瑞.寇慈(Margrit Coates)著; 許桂綿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904 奧修談成熟: 重新看見自己的純真與完整 奧修(Osho)作; 黃瓊瑩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3911 願望: 創造財富、健康與幸福的神奇許願法 安潔拉.多諾凡(Angela Donovan)著; 楊佳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928 零疾病: 劃時代的八識健康法,讓你輕鬆實現無藥的奇蹟呂應鐘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935 魔法居家整理術: 空間整理結合能量風水,進階顯化美好生活泰絲.懷特赫思特(Tess Whitehurst)著; 林群華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942 奧修談覺察: 品嘗自在合一的佛性滋味 奧修(Osho)作; 黃瓊瑩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3959 花之療法: 88種花朵的療效與訊息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羅伯.李維(Robert Reeves)著; 陶世惠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906 浯水牽情 李秀治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83986 丙級國貿業務術科通關寶典 謝沄芸編著 2013-09-00 4版 平裝 1

9789863084037 丙級美容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何玉環, 向翊欣著 2013-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4068 丙級女子美髮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陳惠芳, 徐淑貞著 2013-0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4600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學習講義. II 何漢, 凌志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4693 升科大四技國文歷屆試題完全攻略含解析本 孫如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4709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工概論與實習跨越講義含解析本高敏聰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4716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本 戴麒, 翁勇村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4723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以諾編著 2013-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4730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與工管類計算機概論超越講義含解析本黃慧容, 黃俊凱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4860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引擎原理及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本黃旺根編著 2013-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4877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工程力學升學寶典 鶴嘉文編著 2013-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4884 升科大四技基礎生物升學寶典 呂春森, 呂宜倩編著 2013-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4891 升科大四技數學A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巫曉芸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3

北珊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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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084907 升科大四技數學B跨越講義 劉慎, 巫曉芸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4938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農業概論升學寶典 陳新安編著 2013-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5010 乙級會計事務學術科(人工記帳)與記帳士會計學概要(高考、普考、地方特考、關務四等、會計師、公職考試適用)雙贏寶典吳秀蓮校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5188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含解析本. (上), 餐廳篇劉君慧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195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 (下), 旅館篇劉君慧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201 升科大四技國文升學寶典含解析本 盧韋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218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突破寶典 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225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淡定高分王林昂, 林欣, 林英明著 2013-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5232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製圖實習跨越講義 黃子雲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5249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製圖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本 張誠編著 2013-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5256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專業歷屆試題含解析本. 一、二楊玉清, 郭靜著作 2013-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5270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升學寶典 江元壽著作 2013-06-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5300 升科大四技電機類電工機械升學寶典 黃銘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317 升科大四技國文高分必勝訣竅含解析本 王厚傑, 李郁華編著 2013-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5324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 (上), 緒論、餐飲、旅館篇蕭如妙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5331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 (下), 旅行業、總結篇蕭如妙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348 升科大四技英文歷屆試題與模擬試題題卜書(Tips)許雅惠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355 The handbook of english project learning 張玉英等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362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跨越講義含解析本汪深安編著 2013-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5379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升學寶典 黃錦泉編著 2013-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5409 升科大四技數學C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許燦興, 黃秀雯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5416 升科大四技數學統測歷屆試題分章精解. A 陳富慶, 吳東樺著 2013-07-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5423 升科大四技數學統測歷屆試題分章精解. B 陳富慶, 吳東樺著 2013-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5430 升科大四技數學統測歷屆試題分章精解. C 陳富慶, 吳東樺著 2013-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5447 升科大四技數學B領先講義含解析本 張宗睿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5454 乙級食品檢驗分析學術科必勝寶典 江志皓等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5461 升科大四技數學最佳方略. B 林燕玲, 簡美智, 陳彥蓉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5478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造形原理升學寶典 胡秝羚編著 2013-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5485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題庫高分關鍵 曾清旗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492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業一: (色彩原理、造形原理、設計概論)加倍攻略含解析本詹升興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5508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色彩概論升學寶典詹升興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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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085515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色彩原理升學寶典 耿立虎編著 2013-06-00 6版 平裝 1

9789863085522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升學寶典 曾清旗編著 2013-06-00 4版 平裝 1

9789863085539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基礎術科(基本設計與繪畫基礎)考前秘笈蘇文雄編著 2013-06-00 6版 平裝 1

9789863085560 大學電子學實習. 一, 電子電路分析篇 蕭敏學編著 2013-06-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5577 英文閱讀與寫作題卜書Tips 許雅惠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584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基礎圖學術科實作. 1, 基礎篇大容設計研究室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5607 汽車綜合實習(含丙級汽車修護術科解析) 林士敦等著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5614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專業(基本電學、電子學、數位邏輯、數位邏輯實習、電子學實習、計算機概論)模王百分百. 一、二宋由禮等編著 2013-06-00 2版 平裝 1

9789863085621 升科大四技電機電子群電子學題庫高分關鍵 謝新洲, 謝輔誠編著 2013-08-00 3版 平裝 1

9789863085645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祕笈(Win7 + FedoraCore12)寶鑑工作坊編著 2013-06-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5768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Frontpage 2002/2003+PhotoImpact 10/11/12版)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2013-09-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085812 網路拍賣理論與實務 天問工作室編著 2013-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5829 最新電腦網路概論: 邁向CIW網路技術助理工程師認證謝忠佑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5836 餐飲英文詞彙能力學習範本: 邁向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e檢研究團隊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5850 主題式單晶片原理與專題製作: 使用Keil C語言 徐毅, 張正賢編著 2013-09-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3085867 LPIC Level1國際認證聖經寶典(含101、102) LPI臺灣辦事處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085928 全能音雄Mixcraft數位成音國際認證原廠教材 吳尚樺, 吳建志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5935 Typing Credential中文輸入訓練認證教材 e檢研究小組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966 高中英文文法克漏字題卜書(tips)含解析本 許雅惠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5980 乙級儀表電子術科實作寶典 捷登工作室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5997 乙級印前製程術科實作秘笈: 使用Photoshop/InDesign/Illustrator倪慧君編著 2013-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086000 觀光旅運英文詞彙能力學習範本: 邁向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e檢研究團隊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017 升科大四技數學CI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6024 最新電工法規條文解說 石金福編著 2013-10-00 2版 平裝 1

9789863086093 美術鑑賞 簡志達編著 2013-11-00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2991 超圖解投資型保單: 60個該懂的問題 李雪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802 Power Talk瞬間改變人生的威力說話術 井口晃著; 鄭淑慧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9

巨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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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000819 線型會說話 陳威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13556 從張栩的實戰中學習劫爭: 全27局徹底解說 張栩著; 黃振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563 威爾第: 法斯塔夫 威爾第(G. Verdi)作曲; 博伊托(A. Boito)劇本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570 威爾第: 奧賽羅 威爾第(G. Verdi)作曲; 博伊托(A. Boito)劇本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2839 財物標準分類. 一0二年版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405 詩歌,是一種抗憂鬱劑: 40帖帶來幸福的心靈處方施以諾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7216 深化全球自由民主: 世界自由日特刊. 2011 謝文煌總編輯 2011-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5402 慶祝寧靜 古儒吉(Sri Sri Ravi Shanker)原著; 廖碧蘭譯 2011-03-00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真佛宗宗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盟中華民國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生活的藝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主計月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世界文物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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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3205 真佛宗世界各國雷藏寺巡禮 世界真佛宗宗務委員會編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4740 追憶失落的臺灣農業與農家生活: 近代臺灣農業史蔡宏進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757 社會網絡分析方法: UCINET的應用 Robert A. Hanneman, Mark Riddle著; 陳世榮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597 寫論文,其實不難: 學術新鮮人必讀本 林淑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764 傳媒關鍵概念: 傳媒素養教材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771 公共政策. 基礎篇 丘昌泰著 2013-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7324788 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 瞿海源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324795 新移民社會工作實務手冊 潘淑滿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825 公義社會與廉能政府: 公益揭發保護法草案研討會論文集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832 檢證: 民營化、公私協力與PFI 林淑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3644 貧窮.放逐.歧視.正義: 從電影文本解構弱勢人權 國家發展研究學會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9121 古代圖形文字藝術 王心怡編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6399053 古圖象文字藝術 王心怡編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5316 國際化臺灣,臺商國際化政論彙編 林鋕銘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禾馬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0

北星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10

第 105 頁，共 617 頁



9789862705803 回收孩子爹 寶萊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06053 愛也不說的男人 白暮霖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06107 吃元宵 阿香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06114 戲元宵 米璐璐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06121 欺元宵 韓媛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347 絕色 樂顏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354 我的偷心戀人 言心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361 國王與落難公主 寶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378 半仙 綠痕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385 女王殺很大 安祖緹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392 醜小鴨拒愛美男 茉希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408 小侯爺的通譯丫鬟 蜜悅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415 先婚後戀行不行 林雪兒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422 萌獸 蘇打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439 腹黑總監不認愛 余宓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446 仙侶奇緣 喬寧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453 孟浪 夏琳娜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460 敢愛,不怕太銷魂 雪珈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477 愛上女魔頭 紅芯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484 錯勾教主 吉梗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491 原來是情人 庭妍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507 忠犬的反撲 元媛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514 冰山缺錢用 貞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521 廢材要出嫁 盤絲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538 蘿莉的純情大叔 米璐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545 慵懶妻的殺手老公 荳莎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552 親愛的,快點頭! 余宓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569 出竅睡美人 寶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576 情人不能不是你 萬里晴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583 粉絲向前衝 安祖緹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590 飛仙 綺萱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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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50606 偽戀人 果麗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613 好女孩 韓媛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620 不當前男友 余宓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637 不甩壞前夫 余宓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644 天降小神妻 初七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651 櫻開幾時 喬寧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668 小九 決明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675 鬼僕 綺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682 美丫頭的癡心夫婿 月嵐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699 梨花妝淚: 弒皇 天琴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0705 梨花妝淚: 弒皇 天琴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0712 夢魅 黑潔明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0729 夢魅 黑潔明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0736 不婚夫的反攻 糖菓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743 這個丫頭很神祕 阿香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750 小雞黏踢踢 安祖緹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767 一起圍觀馴夫秀. 上, 公是隻童養虎 立誓成妖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774 一起圍觀馴夫秀. 下, 我真是隻母老虎 立誓成妖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781 禍害 綠痕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798 撈到格格妻 可樂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804 分手後 果麗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811 惡鄰 羅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828 有妻不悔. 卷一: 強嫁病世子 安知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835 有妻不悔. 卷二: 當家鬥群妃 安知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842 有妻不悔. 卷三: 醋夫逆轉勝 安知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859 有妻不悔. 卷四: 世子戰情敵 安知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866 嬌養 初七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873 攝政王的半臉美人 喜樂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880 綁架灰姑娘 寶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897 貴人 樂顏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903 酷吏 盤絲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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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50910 這次來真的 七喜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927 醜妃 貞子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934 邪醫 元媛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941 敵后 喬寧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958 歡迎將軍不光臨 蔡小雀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965 庶帝 金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972 白雪公主 凌淑芬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989 鐵相 菲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0996 美味真愛不限量 艾思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009 嬌丫頭的替身夫婿 月嵐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016 豔探 蘇打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023 官婢 米璐璐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030 邪君弄雪 庭妍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047 小兔子乖乖 練霓彩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054 不認前情人 余宓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061 鬼醫 綺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078 敗部竹馬的第二戰 糖菓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085 第二次的初體驗 羅綺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092 心機女 果麗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108 蜜糖先生咬一口 艾思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115 門主太胡來 月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122 溫柔酷男人 余宓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139 上山下海追著妳 韓媛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146 再嫁負心夫 喬寧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153 鍍金花男變乖羊 寶萊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160 羔羊是雄獅 慕子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177 捧上掌心暖暖愛 萬里晴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184 在一起 連亞麗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191 等你愛我 葉小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207 緣來 夏娃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214 撿到壞總裁 可樂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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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51221 狀元郎的廚娘丫鬟 蜜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238 二分之一小三 蕭宣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245 親愛的前妻 紅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252 竹馬家的裸男. 上, 第三次,他終於把衣服穿上 立誓成妖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269 竹馬家的裸男. 下, 第十年,登山涉水我想你了 立誓成妖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276 惡男的打臉小助理 米璐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283 偷心小間諜 羅綺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290 栽在愛情裡 七喜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306 傻犬店長討妳愛 糖菓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313 黑馬壞王子 喬寧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320 溫柔酷酒保 芮妮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337 獵人是野狼 慕子琪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344 魔王好專制 安祖緹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351 冷傲老闆霸道愛 寶萊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368 小小灰兔抱回家 吉梗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375 黑馬王子馴公主 茉希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382 釀誘冷商王 余宓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399 下輩子才說愛 貞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405 妖聞錄. 上, 為妳,成妖 立誓成妖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412 妖聞錄. 下, 還你,以情 立誓成妖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429 騙愛情人 庭妍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436 大亨的溫柔 吉樂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443 門主想太多 月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450 愛上哥哥的情人 初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467 悍女要認愛 綺萱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474 退貨將軍看走眼 蔡小雀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481 槓上船老大 可樂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498 不當你的女主角 艾思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504 霸道的前夫 紅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511 曦月 決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528 債主 綠痕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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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51535 誰說喜歡你 元媛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542 面癱總管假正經 糖菓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559 小姐我好怕 安祖緹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566 二分之一穿越 蕭宣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573 狗仔情人 吉樂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580 嬌妃難寵 四月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00853 色計魯將軍 月嵐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4188 師徒喝茶中鼓勵話 開松老和尚講述 2013-09-00 平裝 第1集 1

9789865924195 師徒喝茶中鼓勵話 開松老和尚講述 2013-09-00 平裝 第2集 1

9789865924201 師徒喝茶中鼓勵話 開松老和尚講述 2013-09-00 平裝 第3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39881 我們的天空: 國際發明展的舞臺 黃燕昌, 黃玉幸主編 2013-07-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39850 正修科技大學休閒暨運動產業永續經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年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39874 築.城市: 創意點子資料庫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102級畢業生作 2013-04-00 平裝 2

9789867339904 築.城市: 創意點子資料庫. 室內設計組精選集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102級畢業生作 2013-04-00 平裝 2

9789867339911 築.城市: 創意點子資料庫. 建築設計組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102級畢業生作 2013-04-00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建設系

送存冊數共計：3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休運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29

送存冊數共計：131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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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39812 教學.研究與實踐 黃玉幸著 2012-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39867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 2013-05-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39799 機電暨醫學工程應用國際研討會. 2012 Jui-Chang Kung[主編] 2012-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39898 心追手摹: 陳國昭書法篆刻個展 陳國昭作 2013-05-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2953 邏輯哲學論說 維根斯坦(L. Wittgenstand)著; 劉福增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4105 一甲子飄香: 沈耿香書法精選專輯 沈耿香著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野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四章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機械系暨機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正修科大師資培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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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3496 常用小六法 李永然彙編 2013-09-00 十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3502 法律與生活 李永然, 施盈志合著 2013-09-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3519 成功揮拍: 金拍.銀拍.法拍屋 吳奎新作 2013-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4853526 醫事法規入門.案例解說 汪紹銘著 2013-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4853533 跟著律師訂契約: 商務契約 李永然等著 2013-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3540 合建.預售法律實務 李永然等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3557 土地開發與規劃設計應用 黃宗源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3571 勞動基準法解釋令.判決彙編 周昌湘主編 2013-11-00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0056 社交零壓力: 擺脫焦慮,重塑自信 姬蓮恩.巴特勒(Gillian Butler)著; 陳品皓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0063 Endgame終結大債時代 John Mauldin, Jonathan Tepper著; 唐傑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20762 阿棋去當兵: 我在海鵬一一七師部隊服役的日子趙守棋著 2008-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4563 金剛經研讀 釋若知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9249 解惑篇 白雲老禪師作 2013-09-00 增訂五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石渠

送存冊數共計：8

生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第 112 頁，共 617 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047 福氣興中和: 中和地區土地公廟訪查實錄 呂江銘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87061 福氣旺板橋: 板橋地區土地公廟訪查實錄 呂江銘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1593 人間佛教: 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述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1609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輯 1

9789866431609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輯 1

9789866431616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述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623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630 禪: 悟前與悟後 平實居士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6431647 禪: 悟前與悟後 平實居士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6431678 宗門道眼: 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3645 見證: 順從神的引導而竭力奔跑的人生 金吉著; 張鉉鎬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065 講道的力量: 趙鏞基牧師第四度空間的講道 李泰根著; 丁燦鍾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072 討神喜悅的教會: 從以弗所書中發掘十二籃屬天寶藏李永勳著; 朴仁善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089 你是為愛而生 趙鏞基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096 聖靈論 趙鏞基著; 張漢業, 金愛琳譯 2010-06-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102 呼召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119 天國在我心 趙鏞基著 2010-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63126 哥林多後書: 成熟使徒性團隊之典範 蔡錦源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140 五重職事 蔡錦源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157 惟有愛永遠長存 趙鏞基著; 朴仁善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164 邁向嶄新的開始 趙鏞基著; 朴仁善譯 2010-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63171 第四度空間的靈性21天默想 趙鏞基著; 金敬錄譯 2010-09-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以斯拉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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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301 廖鴻興2013個展: 風颭記 廖鴻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8805 空中的靈感: Paolo Rui 2013 Exhibition 黃絲純總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3410 結構學: 考前30天衝刺搶分秘笈 紫煌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73434 聊齋誌異 蒲松齡著 2013-07-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73441 法律生涯七十年 姚瑞光編著 2012-1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73458 營建工程之水電操作與設計實務 劉志宏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73465 法律與社會 黎淑慧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3565 常用成語典 弘雅圖書辭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2013-11-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8005 都市部落與文化傳承: 臺中霧峰<>豐年祭紀錄初探簡宏哲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揚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揚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弘雅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2

古雲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打開盒子創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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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229 獨立蒼茫自咏詩: 杜甫入蜀以後詩歌析探 蘇怡如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49224 天地悠悠 葉霞翟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49224 天地悠悠 葉霞翟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4930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彭永成編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575749316 人間愉快 陳幸蕙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323 死神與男孩. 3, 老鼠吃了一座山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323 死神與男孩. 3, 老鼠吃了一座山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330 海洋的心聲: 海洋散文集 廖鴻基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330 海洋的心聲: 海洋散文集 廖鴻基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347 管家琪說漢字故事 管家琪文; 陳維霖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49347 管家琪說漢字故事 管家琪文; 陳維霖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49354 免費贈送 羅倫斯.保利(Lorenz Paull)文; 米莉亞.潔德莉伍絲(Miriam Zedelius)圖; 李紫蓉譯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575749361 生活物理SHOW! 簡麗賢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361 生活物理SHOW! 簡麗賢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385 童年一定要做的N件事 管家琪著; 曹俊彥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385 童年一定要做的N件事 管家琪著; 曹俊彥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6659 曼谷。午茶輕旅行: 走訪30家曼谷人氣咖啡館 莊馨云, 鄭雅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6666 愛,為何會傷人 武志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6673 愛上中壢客家味 吳恩文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6680 跟著董事長遊臺灣 戴勝通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66697 玩最感動、吃最在地、買最實在,最Hot!觀光工廠林冬梅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7

四塊玉文創

世新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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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38691 我是一個于卉喬 喬爸文.攝影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721 通往偉大航道的50個關鍵字: 海賊王驚點語錄. 2冒牌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745 火星小子 謝博安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752 張睿的時光機 張睿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776 名模這樣練出人魚線: 余秉諺健身33招,讓你3個月變身「精.瘦.型」好身材!余秉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806 拜託!請和我分手! 王詩雅文; 林世豪繪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03087 地球戰場 L. Ron Hubbard原著; Author Services, Inc.翻譯 200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8803 學禪方便譚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4616 過去的樣子 未來的樣子: 莎賓娜費洛奇作品集 蕭佳佳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204623 漫遊.在設計館的路上: 倫敦Museum的60種玩法 李俊明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204647 海市蜃樓. III, 臺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姚瑞中, LSD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647 海市蜃樓. III, 臺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姚瑞中, LSD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654 再寫攝影 郭力昕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204661 他方,在此處: 遷居、逃難與邊界記事 鄭明河作; 黃宛瑜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204029 可愛的東京甜點 Editions de Tokyo作; 思謐佳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1

白聖長老紀念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5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立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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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204043 Lost Paradise失落的威尼斯紙上建築提案 謝宗哲, 五十嵐太郎編著; 謝宗哲, 林建華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204050 玩著做藝術: 周軼倫作品集 周軼倫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42890 永樂笑典: 保證笑不停的笑話精選集 馮國濤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2906 發現諸神的足印: 你所不知道的古文明驚人事實劉偉祥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2913 超級歪: 持久有笑情色笑料精選輯 無碼次郎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7374 快樂123 李昇達美術編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667176 弟子規(漫畫版) 呂麗雪文字編輯 2010-05-00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1177 上天下地看世界: 探險去!奇妙的神祕地帶 學生探索者編委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78122 我愛科學: 人體奧祕 我愛科學編委會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78276 上天下地看世界: 搜查去!中國未解之謎 學生探索者編委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78283 誰比袋鼠跳得遠 羅曦作; 唐唯繪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78290 蔬菜園裡的祕密 羅曦作; 馮威繪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78306 會動的陸地 羅曦作; 祝婷婷繪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78313 奇怪的身體 羅曦作; 王蕾繪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78320 坐著飛機去上學 羅曦作; 謝晶繪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79150 小水滴大祕密 羅曦作; 葉佳繪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79679 賽爾號雷伊傳說: 赫爾卡星千年之戰 幼福編輯部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79686 賽爾號雷伊傳說: 赫爾卡星千年之戰 幼福編輯部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79693 Hello Kitty在哪裡? Sanrio Company, Ltd.作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幼福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6

可道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石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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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479709 ㄅㄆㄇㄈ學拼音: 第一本兒童正音書 幼福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79716 我家有個小精靈 梅洛琳作; 彼岸童書插畫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0064 上天下地看世界: 揭祕去!解開世界之謎 學生探索者編委會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0071 上天下地看世界: 出發去!探索人體奧祕 學生探索者編委會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0088 我愛科學: 昆蟲大發現 我愛科學編委會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9976 北臺灣運動休閒學刊. 第三期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編 201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0252 邁世之風: 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 祁小春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0308 晉唐宋元瓷器淺賞 蔡玉堃作 2008-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80315 百碗雄獅: 宋元碗盞探趣 蔡玉堃作 2010-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1813 芭蒂蘿絲的楚門世界 胡鎮天作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249 拒絕被遺忘的聲音: RCA工殤口述史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社團法人桃園縣原臺灣美國無線公司員工關懷協會著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古靈閣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冊數共計：1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韻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北臺灣科技學院運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118 頁，共 617 頁



9789868965256 TED Talk十八分鐘的祕密 傑瑞米.唐納文(Jeremey Donovan)作; 鄭煥昇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5263 遙遠的冰果室 Hally Chen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5270 那時此刻 王清華等撰稿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9318 機甲盤古 林迺晴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8559325 日日美好 Sally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1426 又怕綻開太美麗 桑德圖.文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0366 三十六計. II, 勝戰計 王瑜隸, 戴翊珊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360373 三十六計. II, 勝戰計. 下 王瑜隸, 戴翊珊作; 米兒繪圖 2013-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7360380 天使守護的城市 紀羽綾作; 小居繪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397 遇時不候 天真璐作; 小居繪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403 血型女人之O型女人 百柍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410 血型女人之AB型女人 朱音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427 血型女人之A型女人 元邑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434 血型女人之B型女人 藍小楓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441 絕世好男人之不當好朋友 夏汐雨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458 絕世好男人之情人好浪漫 夏汐雨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465 飄飄委託事務所. Ⅲ, 親情密碼 米德萊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472 四色男人之金色男人 妍情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489 四色男人之白色男人 直樹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1

向上

送存冊數共計：4

全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好大一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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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360496 四色男人之黑色男人 百柍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502 四色男人之灰色男人 罔極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519 遇時不候 天真璐作; 小居插圖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526 瓶中信 睦月弘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533 飄飄委託事務所. II, 使命必達 米德萊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540 飄飄委託事務所. I, 阿飄限定 米德萊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557 遇時不候 天真璐作; 小居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60564 天使守護的城市 紀羽綾作; 小居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1687 康添旺: 臺灣情菩提心. 2003-2013 康添旺著 2013-10-00 平裝 3

9789868491694 劉國松藝術大展集 劉國松作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7603 鄭麗雲: 碎形與分形 鄭麗雲作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9731 駕馭正面與負面職能: 再創職涯高峰 吳偉文, 李右婷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699748 進化的DEMATEL系列: 雙主題DEMATEL 吳偉文, 曹中丞, 李右婷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100 宗鏡錄略講 南懷瑾講述 2013-09-00 臺灣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6084 金錢的靈魂: 讓你從內在富起來,做個真正的有錢人!琳恩.崔斯特(Lynne Twist)著; 蔡孟璇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5

全元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第 120 頁，共 617 頁



9789868835900 好感辦公室 林黛羚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5955 正念擁抱地球: 佛教的和平觀及生態觀,一行禪師關於地球及人類揚昇最重要的心靈及環境開示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作; 汪橋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513 當女人是一隻鳥: 關於聲音的54篇變奏曲 泰莉.坦貝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作; 蔡孟璇譯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54748 Slow Brunch!四季的早午餐: 料理達人這樣準備春夏秋冬178道早午餐金慶芬作; 李靜宜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755 神總是微服出巡 羅杭.古內爾(Laurent Gournelle)著; 陳蓁美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762 奧修: 心的十四堂課 奧修(Osho)作; 蔡孟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779 這輩子一定要當一次農夫 林黛羚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786 壞生活 托尼諾.貝納奇斯塔(Tonino Benacquista)著; 金禾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793 給新手的天然發酵麵包手記: 從自製天然酵母開始,會呼吸的好麵包高上振著; 陳郁昕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408 空性之舞 阿迪亞香提(Adyashanti)作; 蔡孟璇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9548 訣法今論 梁湘潤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9555 命略本紀 梁湘潤編著 2013-08-00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8539 好話聯篇 陳基安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598546 惡魔的狩獵遊戲 血玫瑰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598553 國數無雙 李香慧編著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598560 國數無雙 李香慧編著 2013-09-00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51803 行政學筆記: 國家考試複習&大學上課筆記 張簡復中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2251 善用30分鐘英檢初級EZ過: 寫作與口說 盧盈樺編著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52541 審計學筆記: 國家考試複習&大學上課筆記 江明哲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吉田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行卯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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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652657 新多益重量級單字&片語 夏穎編著 2011-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52664 行政法筆記: 國家考試複習&大學上課筆記 李瀚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2749 國考英文文法 黃昭明編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2787 會展初階認證應試寶典8合1 楊正情, 郭燦廷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2800 你1-9年級數學資優生了沒?!. 算術篇 王富祥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2848 領隊與導遊實務 楊正情, 郭燦廷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2916 資訊管理(概要)與資通安全 陳功編著 2011-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2947 速記會計學大意重點漫話 慕石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2954 計算機概論(概要) 陳功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005 公共管理(含概要) 賀佰雰編著 2011-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012 國際經濟學(含概要) 陳俊良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029 統計學(含概要) 陳俊良編著 2011-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043 憲法 賴律師編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074 土地政策 王政緯, 蕭麗敏編著 2011-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081 教育哲學 張淑娟編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098 證券交易法 夏熙編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104 電腦網路 吳佳翰編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159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含概要) 陳書丞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166 行政法(含概要) 陳書丞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036 民事訴訟法大意測驗題庫體系書 李知遠, 許嘉玲編著 2011-11-00 五版 其他 1

9789862653173 會計學(含概要) 郭秋榮編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180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 呂堯欽, 黃彬華, 高士峰編著 2012-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197 公職萬用英文文法(高普初等考、各類特考三四五等)李翠玉, 李碧玉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203 英文(普考、各類四等特考) 倪明編著 2011-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234 司法國文 王良止編著 2011-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241 司法英文 郭怡潔編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265 歐吉桑ㄍㄨㄥ數學: 抓住躲在「6[]2(1+2)」ㄟ細節魔鬼王富祥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272 機械原理概要 李易編著 2011-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319 審計學(會計師) 江明哲編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333 金融證照看了再考!: 趙昱丞教你考試偷呷步 趙昱丞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357 資料庫應用 陳功編著 2011-12-00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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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653371 衛生行政學(含概要) 王致勝編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388 刑事訴訟法大意測驗題庫體系書 李知遠, 許嘉玲編著 2011-12-00 五版 其他 1

9789862653395 歐吉桑ㄍㄨㄥ數學: 你1-9年級數學資優生了沒?!. 規律、判斷篇王富祥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401 歐吉桑ㄍㄨㄥ數學: 你1-9年級數學資優生了沒?!. 代數篇王富祥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418 司法公民 李艷秋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449 消防戰術 陸維良編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456 成本與管理會計(含概要) 許金源, 張瑪利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463 民法(地政) 劉名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470 民法物權編概要 劉名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487 民事訴訟法: 新制第1試 李知遠, 許嘉玲編著 2012-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494 大陸升大學看了再去!: 免試入學與港澳臺聯招 張嶔著 2012-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593 公民與英文 銜翊, 洪菁珮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609 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 呂堯欽, 莊凡毅, 高世峰編著 2012-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3623 智慧財產權法 楊智傑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630 民事訴訟法: 新制第2試 李知遠, 許嘉玲作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647 刑事法綜合實例: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綜合題 李知遠, 許嘉玲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654 刑法: 新制第2試 李知遠, 許嘉玲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661 國語文能力測驗 谷惠心編著 2012-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678 刑事訴訟法: 新制第2試 江鴻暘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685 國際公法: 新制第1試 林廷輝編著 2012-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692 國際私法 羅宜爾編著 2012-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708 保險法 劉名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715 法律倫理 鄭乃健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722 票據法 劉名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739 刑法: 新制第1試 李知遠, 許嘉玲編著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777 國民營行銷管理總複習 陳俊良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821 鐵路運輸學大意考前速習 考用編輯部編著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838 學姐說: 護理師證照要這樣考! 許玉君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2

9789862653869 鐵路公民考前速習 李艷秋編著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876 刑事訴訟法: 新制第1試 李知遠, 許嘉玲編著 2012-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883 鐵路國文考前速習 王良止編著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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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653890 鐵路英文考前速習 黃昭明編著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3951 鐵路機械工程製圖大意考前速習 李易編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968 公司法 施晴宇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975 海商法 劉名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3999 行政法概要 陳書丞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4002 法學大意 陳力宏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4316 稅務法規 許金源, 張瑪利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4422 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 吳玉祥, 高士峯編著 2012-07-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6082 鐵路行政法(含概要)考前速習 陳書丞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099 鐵路運輸學大意考前速習 考用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204 警專數學 侯明宏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242 導遊人員別冊 張萍如編著 2013-08-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6266 領隊人員別冊 張萍如編著 2013-08-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6280 鐵路法考前速習 王寶鑑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310 電子學大意 王冠雄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327 幼兒發展與輔導 黃天, 楊芊, 邱妍祥編著 2013-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6365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黃天, 楊芊, 邱妍祥編著 2013-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656372 初五等財稅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389 兒童發展與輔導 黃天, 楊芊, 邱妍祥編著 2013-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6396 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 黃天, 歐陽謙編著 2013-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56402 門市服務丙級考照王 林正修, 陳啟仁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419 中等學校教師檢定題庫 黃天編著 2013-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6426 強制執行法概要 銜翊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433 鐵路英文考前速習 黃昭明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440 鐵路國文考前速習 王良止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457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黃天, 徐薔編著 2013-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6464 國民小學教師檢定題庫 黃天編著 2013-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6471 鐵路企業管理(含管理概論)考前速習 陳俊良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488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495 鐵路公民考前速習 李艷秋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501 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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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656518 圖表式法學知識. 一, 憲法 陳書丞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6525 圖表式法學知識. 二, 法學緒論 陳書丞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6532 法學知識. 二, 法學緒論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549 法學知識. 一, 憲法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556 速記法學大意重點漫話 彭敍明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6563 初五等一般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570 初五等教育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587 引擎原理及實習 尤新來等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594 鐵路機械工程製圖大意考前速習 李易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600 初五等人事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617 初五等廉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624 初五等社會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631 學姐說: 護理師證照要這樣考! 許玉君作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6648 門市服務乙級考照王 林正修, 陳啟仁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655 觀念式生物統計學(含概要) 王瑋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686 土地登記概要搶分題庫 趙元瑞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693 移民法規概要搶分題庫 林仲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716 觀念式國考英文 洪菁珮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730 社會工作(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747 圖表式社會福利服務 陳思緯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754 社會福利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761 初五等會計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778 生物統計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王瑋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785 初五等地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792 初五等經建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808 中式麵食加工乙、丙級技能檢定: 酥油皮、糕漿皮類林良田編著 2013-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815 觀念式會計審計法規(含政府採購法) 江明哲編著 2013-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822 立法程序與技術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839 觀念式立法程序與技術 陳書丞編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0042 行政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0318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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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650356 觀念式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0615 圖表式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0806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含概要)搶分題庫 葉立言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0820 租稅各論搶分題庫 林曉娟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1469 高普考英文搶分題庫 洪菁珮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3616 觀念式公文: 國考速成祕笈 高全編著 2013-1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4323 觀念式政治學(含概要) 黃崇祐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4484 刑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5436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150 衛生法規與倫理(含概要)搶分題庫 王致勝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846 行政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高全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1204 西遊記 吳承恩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1211 在山中裡遇見148種對身體有益植物 Solmoe著; 周琡萍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51365 胃腸病保健新知識: 飲食、運動與用藥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楊桂芝, 王麗茹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1563 喝對蔬果汁,提升免疫力!: 一天一杯,抗毒.抗老.抗癌,健康零負擔!李馥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1754 腦血管疾病保健新知識: 飲食、運動與用藥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李興春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1969 在山中遇見148種對身體有益植物(攜帶版) Solmoe著; 周琡萍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4288 高血壓保健新知識: 飲食、運動與用藥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李興春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4417 中醫師教你就要這樣吃: 正確的飲食搭配,吃出健康與活力!高磊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4554 開運招財農民曆. 2014年 [西北國際文化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4769 旺財好運 居家開運宜忌大全 黃一真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4776 全家人都愛吃的400道藥膳料理 《圖說生活.健康指南系列》編委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4875 神祕第六感 移然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39

西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百巨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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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670057 世界第一印象地圖集 黃秉文等作 2010-04-00 平裝 1

9789573032823 存功德: 為人點燈,明在我前 邱和珍作 2011-02-00 精裝 1

9789862670071 存感情: 朋友一條心,黃土變成金 邱和珍作 2011-02-00 精裝 1

9789862670088 要儲蓄: 晴天要存雨時糧 邱和珍作 2011-0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7360 AURA. 5, 山水 Donald Mennie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7377 縱橫可象: 許靜書法作品集 許靜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7384 蝶夢: 王濛莎作品 王濛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129 通識教育教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 郭耀昌總編輯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8964136 文化創意與傳播科技暨第三屆新新聞與新媒體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杜聖聰總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964143 Workplace English職場英文 黃玉萍, 林慧瑛編纂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8325 自在詩選: 紀念詩選. 2009 無楚等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36531 禪觀祕要 洪啟嵩著 2011-06-00 再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光佑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自在詩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亦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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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57291 華德福幼兒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姜仁九, 崔景原著; 胡令珠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7257307 內在感官: 人智學啟迪下的感官探索 呂理瑒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504 稅務法規 李洙德編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92504 稅務法規 李洙德編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92511 稅務法規 李洙德編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92511 稅務法規 李洙德編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3677 我為文具著了迷!: 重新發現色鉛筆x紙膠帶x印章x貼紙的N種可能Mikey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684 構圖一變,世界跟著變: 137種取景示範,絕對拍出奇蹟美照石田徳幸等著; 張佳雯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691 寶傑,你怎麼說: 讓人一聽就入戲的關鍵說話術 劉寶傑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707 學會K線賺3億: 打敗大盤、戰勝投資心理的月風流技術分析月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714 別再說你不會畫!3步驟快學素描練習帖 山田雅夫作; 裘鎮寧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721 千年語錄: 世界各國的智慧遺產讓我領悟的事 田中章義作; 林詠純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738 女孩愛上跑步: 不只是身體,也關乎決心、情感與人生亞莉珊卓.荷敏絲莉(Alexandra Heminsley)著; 楊沐希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3360 歷代棋聲詩韻選集. 現代篇 張昭焚編著 2011-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宇河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4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因材施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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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6599361 關聖帝君促機神算: 五方圓融法訣 玄興教尊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378 每個午夜都住著一個詭故事. 1, 怨靈 童亮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385 每個午夜都住著一個詭故事. 2, 討債 童亮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392 每個午夜都住著一個詭故事. 3, 情劫 童亮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408 每個午夜都住著一個詭故事. 4, 地下來客 童亮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415 每個午夜都住著一個詭故事. 5, 陰謀 童亮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422 每個午夜都住著一個詭故事. 6, 孽緣 童亮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439 每個午夜都住著一個詭故事. 7, 前世今生 童亮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453 給平凡的日子加點糖 廖唯真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460 內在彩虹: 七脈輪 許彩霞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484 關帝信仰與現代社會研究論文集 蕭登福, 林翠鳳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491 宗教皈依科儀彙編 林翠鳳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507 一本書還原歷史真相 歐陽文達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514 你所不知道的真實鬼靈世界 常律法師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521 通靈人之果報輪迴 江嘉葉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245 兩次的河: 有河book玻璃詩. 2010-2012 隱匿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6456 理想的老後: 讓你到老更幸福的人生整理術 保坂隆著; 楊明綺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463 破曉集: 翁鬧作品全集 翁鬧著; 黃毓婷譯.導讀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54243 平版彩色網點演色表 陳政雄作 2011-11-00 七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有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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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6418 想要買馬車: 19世紀巴黎男性的社會史 鹿島茂著; 布拉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425 明天是舞會: 19世紀巴黎女性的社會史 鹿島茂著; 吳怡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432 做對小差異,就能讓你賣到爆!: 有東西要賣就一定要懂的體驗行銷術藤村正宏著; 孫玉珍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7710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鈔 蘇耀南著 2013-04-00 二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2924 SCOPE電影視野. vol.2, 巴黎 鄭榕萱總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752931 30歲的浪遊: 日本打工換宿旅行記 魏家欣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51599 國民小學英語課本RIGHT ON(student book). 第六冊李思娉總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605 LBD science. 1, Bubbles Patricia Lee[主編]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6851612 LBD science. 1, plants Patricia Lee[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1714 智慧的河流、如蓮的喜悅合訂本 Antoinette Moltzan作; 杜恆芬譯 2010-08-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光的課程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百花映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吉的堡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來光大慈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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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354 切膚: 于吉個展 閻秀俞主編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361 石晉華作品集 石晉華作 2013-08-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5609 犬隻癌症生存指南: 用全方位療法使愛犬擁有最佳生活品質與延長生命狄米恩.卓斯勒(Demian Dressler), 蘇珊.艾丁格(Susan Ettinger)合著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902 黑夜裡 看著這樣的風景 張金蓮作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67456 看懂RCA的第一本書 陳明豐主編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095 微生物學史: 開天闢地的醫學拓荒者 許清曉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125 兒童急救藥品與醫材參考手冊 陳明豐主編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68422 如何催眠: 解開神秘催眠之謎,激發自己潛能 申志娟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477 醫護人員基本救命術: 學生手冊 美國心臟協會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484 醫護人員緊急心血管照護手冊. 2010年 美國心臟協會著 2012-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68491 高級心血管救命術: 實施人員訓練手冊 美國心臟協會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514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臨床醫學. 2011 段逸欣, 凃怡安, 黃裕城編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冠國際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記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卓藝術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泉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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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268521 彩色實體針灸取穴圖解 郭長青, 劉乃剛, 曹榕娟原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538 過敏自然療法: 重建體內平衡的旅程 Ramon Rosello原著; 謝昌修, 吳秀如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545 麻州總醫院兒科手冊 Paritosh Prasad原著; 張佑全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552 Group dynamics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 of group interventionMarilyn B. Cole[作] 2012-09-00 4th ed. 平裝 1

9789861268569 配鏡實用手冊: 教您從視力的檢查技巧、配鏡原則到配好眼鏡,完整呈現施永豐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576 透視牙科材料學 J. A. von Fraunhofer原著; 張培焜, 陳宜君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590 趣味漫畫圖解解剖學 松村讓兒原著; 呂美慧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606 熟男殺手: 攝護腺癌: 你必須知道的事 江博暉等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613 口腔黏膜病學 陳謙明, 周曾同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620 臺大醫院復健部五十週年慶專刊 王顏和主編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8637 臨床眼科針灸治療學 張鷗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644 彩色圖說眼部百科全書: 眼睛、眼周皮膚的照護與眼部醫學美容Jennifer S. Weizer, Joshua D. Stein原著; 王孟祺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651 簡明骨科創傷學: 病例診斷與治療教科書 Amna Diwan等原著; 楊榮森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668 常見的口腔黏膜疾病鑑別診斷 黃裕峰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675 骨科病例討論集 江清泉主編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682 Alzheimer's disease: what is it after all? Fred C.C. Peng[作]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1268699 針灸口袋書: 圖解針灸減肥手冊 郭長青, 曹榕娟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705 彩色圖解病理生理學手冊 Stefan Silbernagl, Florian Lang原著; 劉峻豪, 萬智杏譯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712 全方位護理領導 Linda Thompson Adams, Edward H. O'Neil原著; 楊宛華譯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729 健康管理概論從頭學 柳川洋原著; 黃嘉文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736 彩色圖說皮膚百科全書: 皮膚之健康、保養及醫學美容Susan C. Taylor, Victoria Holloway Barbosa原著; 張耀元, 蔡逸姍譯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750 超級水果超級健康: 揭開20種水果促進健康的秘密Paul Gross原著; 鄧振英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767 當代婦產科學概論 Errol Norwitz, John Schorge原著; 謝卿宏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774 麻州總醫院內科手冊 Marc S. Sabatine原著; 楊宗翰等譯 2013-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268583 彩色圖解急重症照護醫學快速學習 Richard Leach原著; 楊振亞, 王詩晴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781 伴侶動物臨床皮膚病學 陳朝澧主編 2013-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1268798 當災難來臨時,第一線護士如何應變. 1878-2010 Barbra Mann Wall, Arlene W. Keeling原著; 陳珮如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804 當代婦女泌尿暨骨盆醫學 梁景忠總編輯 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8811 ROSS組織學 Michael H. Ross, Wojciech Pawlina原著; 王長君譯 2013-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1268828 新生兒學手冊: 常見疾病診療及常用處置藥物寶典Vineet Bhandari編著; 呂學修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835 應用護理過程: 批判思考的工具 Rosalinda Alfaro-LeFevre原著; 郭宛琴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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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268842 睡眠疾患手冊: 醫生VS病人最需要的一本書 葉世彬編著 2013-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1268859 風濕免疫科與相關內科疾病之病例探討 周昌德編著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8866 骨科疾病之按摩與徒手操作 Thomas Hendrickson原著; 簡盟月等譯 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8873 醫師國考題庫整理與解析: 復健科學 王偉全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880 臨床技能OSCEs Neel Burton原著; 陳怡行等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897 醫院經營管理實務: 提供學生了解醫院及管理者之實務參考范保羅主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903 復健醫學醫師隨身手冊 木村彰男編集; 林宜潔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910 神經肌肉學隨身快速參考手冊 Rawa Jaro Araim, Maryam Rafael Aghalar, Lyn D. Weiss原著; 楊榮森譯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927 PFT筆記: 肺功能檢測口袋書 Gary C. White原著; 游上葦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934 身體檢查與理學評估: 面對患者的第一本書 山內豊明原著; 蔡岳熹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941 神經肌肉治療手冊: 如何有效按摩治療慢性肌筋膜疼痛Jocelyn Granger原著; 徐其昭譯 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8958 青少年自助手冊: 走過青澀歲月一定要知道的事派特.帕瑪(Pat Palmer), 瑪莉莎.亞柏提.佛羅那(Melissa Alberti Froehner)原著; 郭葉珍譯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965 給癌症病人一本很重要的書: 醫生沒時間講的全在裡面王琰等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8972 圖解醫學統計學 Aviva Petrie, Caroline Sabin原著; 黃茂軒譯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68989 臨床腫瘤實戰 廖繼鼎編著 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8996 Saint-France Guide臨床見實習手冊: 新進見習、實習醫師必備的第一本書Sanjay Saint原著; 李毅評, 潘欣平譯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269009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基礎醫學. 2012年 吳柏陞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016 脊椎徒手治療: 軟組織與脊椎鬆動術之治療與居家運動Howard W. Makofsky原著; 許宏志等譯 2013-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023 氣象學: 氣候變遷與災變天氣 鄭師中編著 2013-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269030 骨骼肌肉系統超音波檢查: 適用初學者和具臨床經驗者Lars Bolvig, Ulrich Fredberg, Ole Schifter Rasmussen原著; 楊榮森譯2013-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047 彩色圖解健康體適能: 教您如何正確運動,不吃藥不打針,讓您擁有健美體態,遠離病痛Brian Sharkey原著; 張文典等譯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054 看圖說故事學養生: 淺顯易懂的本草綱目養生經驗王尚全, 王惟恒, 孫建新主編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061 趣味簡明臨床微生物學 Mark Gladwin, Bill Trattler原著; 蕭孟芳譯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69078 眼睛的血流循環 施永豐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085 復健及物理醫學 洪章仁, 賴金鑫, 王顏和總編輯 2013-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092 骨骼肌肉放射線學: 經典百例快速上手 Glenn M. Garcia原著; 彭國洲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108 耳鼻喉科疾病學: 頭頸外科學簡要指引 Hand Behrbohm等原著; 古偉裕譯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115 高分通過OSCE指引: 臨床檢查與操作技能 Ian Mann, Alastair Noyce原著; 謝明蓁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122 美容整形外科手術的基本操作: 適應症與手術方法酒井成身原著; 杜恩年, 呂雅昕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139 針灸基本功 謝錫亮, 關玲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146 細胞生物學: 結合了理論與實驗,帶您一窺生命的奈米世界Gerald Karp原著; 賴毓貞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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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269153 肌肉骨骼系統解剖學: 構造與功能 James Watkins原著; 張俊詳, 陳佑安譯 2013-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1269160 骨質疏鬆與脊椎骨折之診斷與疼痛治療: 醫病最佳指引楊榮森, 徐瑋勵, 陳昭瑩編著 2013-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177 駐院科醫師手冊: 病房醫師必備的第一本書 Manish Mehta, Arun Mathews著; 戴瑞億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184 圖解生理學: 結合理論與臨床的18堂課 Ch. Fahlke等著; 歐育如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207 最新身心障礙運動分級 吳昇光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214 兒童復健: 理論與實務 Michael A. Alexander, Dennis J. Matthews原著; 徐中盈等譯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221 嬰幼兒與孩童之咽喉以及皮膚的感染症: 病毒觀察與診斷圖譜Takahisa SAKUMA原著; 彭純芝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238 安寧緩和醫療理論與實務 臺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245 末期疾病疼痛治療學 臺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252 臨床癌症學概要 Michael D. Stubblefield, Michael W. O'Dell原著; 吳秉修, 周芝安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269 疲勞嗎?: 您非讀不可的書 Peter Aelbrecht作; 劉宛欣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276 彩色圖說中風及腦傷的復健自療: 專家教您居家運動DIY閆彥寧, 孫增鑫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283 護理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1年 高儷方, 周昀臻, 經嫦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290 解剖生理學 歐耿良, 馮琮涵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306 臨床外科精華 R Dayananda Babu原著; 林鼎圍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7616 相逢寧靜中 戴邁樂(Anthony de Mello)著; 鄭聖沖譯 2013-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5467630 教室裡的幸福魔法: 提升學習力和同理心的技巧與遊戲蘇拉.哈特(Sura Hart), 維多利亞.哈德森(Victoria Kindle Hodson)作; 沈映志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7647 觸動心靈的70個祈禱: 和天主建立親密又真實關係的個人操練拉蒙.鮑狄斯塔(Ramon Maria Luza Bautista, S.J.)著; 遠方, 黃女玲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7661 教宗方濟各希望你知道的十件事; 教宗本篤十六世希望你知道的十件事小若望.艾倫(John L. Allen, Jr.)著; 劉麗君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9035 環遊世界聖經 崔大潤, 沈泰烈著; 彭尊聖翻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196 小學生都會做的菜: 蛋糕、麵包、沙拉、甜點、派對點心宋惠仙作; 李靜宜翻譯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9202 蛋糕,基礎的基礎: 80個常見疑問、7種實用麵糰和6種美味霜飾相原一吉著; 盧美玲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219 廚神的家常菜: 傳奇餐廳的尋常料理,令人驚艷的好滋味費朗.亞德里亞(Ferran Adria)著; 許妍飛譯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5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朱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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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29240 西點,基礎的基礎: 60個零失敗訣竅、9種實用麵糰、12種萬用醬料、43款經典配方相原一吉著; 陳文敏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257 2歲起小朋友最愛的蛋糕、麵包和餅乾: 營養食材+親手製作=愛心滿滿的媽咪食譜王安琪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271 愛書成家: 書的收藏x家飾 達米安.湯普森作; 徐曉珮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271 愛書成家: 書的收藏x家飾 達米安.湯普森作; 徐曉珮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288 4個月-2歲嬰幼兒營養副食品: 全方位的寶寶飲食書和育兒心得王安琪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301 桃竹苗自然步道100 黃育智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318 實用繩結小百科: 700個步驟圖,日常生活、戶外休閒、急救繩技現學現用羽根田治監修; 陳文敏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325 皮革新手的第一本書: 圖解式教學+Q&A呈現+25件作品+影像示範,一學即上手!楊孟欣作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29332 巴黎人的巴黎: 特搜小組揭露,藏在巷弄裡的特色店、創意餐廳和隱藏版好去處芳妮.佩修塔(Fany Pechiodat)等著; 徐曉珮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349 首爾打工度假: 從申辦、住宿到當地找工作、遊玩的第一手資訊曾莉婷, 卓曉君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356 首爾人氣早午餐brunch之旅: 60家特色咖啡館、130道味蕾探險Style Books編輯部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363 我的90天減重日記本 美好生活實踐小組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370 香港HONG KONG: 好吃、好買,最好玩 王郁婷, 吳永娟著 2013-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9387 金牌主廚的法式甜點饕客口碑版: 得獎甜點珍藏秘方大公開李依錫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394 怦然心動的家中一角: 工作桌、創作空間與書房的好感布置凱洛琳.克利夫頓摩格作; 徐曉珮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400 北歐風!洛塔的布雜貨: 風靡歐、美、日,超人氣圖樣設計師的經典作品洛塔.詹斯多特(Lotta Jansdotter)著; 鄭亞慧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417 咖啡館style鬆餅大集合: 6大種類x77道,選擇最多、材料變化最豐富!王安琪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424 首爾Seoul: 好吃、好買,最好玩 陳雨汝作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9431 LADUREE百年糕點老舖的傳奇配方 菲力普.安德利尤(Philippe Andrieu)著; 黃舒萱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9448 TAPAS異國風,開胃小菜小點: 風靡歐洲、美洲和亞洲的飲食新風潮金一鳴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455 超完美!日本人氣美甲圖鑑: 最新光療指甲圖案634款辰巳出版株式會社編集部編著; 羅若嵐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462 宜蘭自然步道100 黃育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479 咖啡新手的第一本書(拉花&花式咖啡升級版): 從8歲-88歲看圖就會煮咖啡許逸純著 2013-09-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486 插畫風可愛刺繡小本本: 旅行點滴VS.生活小物: 玩到哪兒都能繡潘妮達.妍席莉諾帕昆刺繡; 杜莉英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493 1個鍋做異國料理: 全世界美食一鍋煮透透(中英對照)洪白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509 新加坡Singapore好逛、好吃,最好買風格咖啡廳、餐廳、特色小店尋味漫遊諾依作; E.Q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516 超簡單毛線書衣: 半天就OK的童話風鉤針編織 布丁著; 杜莉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44728 一個人輕鬆煮: 10分鐘搞定麵、飯、小菜和點心蔡全成, 鄭亞慧著 2006-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44728 一個人輕鬆煮: 10分鐘搞定麵、飯、小菜和點心蔡全成, 鄭亞慧著 2006-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3

送存種數共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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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1136 水晶之心: 改變命運的二十則心智慧 堪布松柏仁波切(Khenpo Sangpo Rinpoche)著; 鄭栗兒編撰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600 出好貨: 細節淬鍊老品牌的24個故事 韋瑋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617 肉身供養 蔣勳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624 遠走的想像 賴鈺婷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631 超越生死: 佛教的臨終關懷與生死解脫 達照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8055 樂活臺中 林株楠著 2010-08-00 其他 1

9789866168062 廖進財油畫創作精選 廖進財著 2010-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8116 我們都是一家人卓碧惠油畫創作集 卓碧惠作 2010-08-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1125 大乘金剛經導讀 吳吉霖, 吳易達作 2011-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9205 李壽七秩書畫專集 李壽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90340 專利實務論 冷耀世編著 2013-07-00 五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吉祥富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野齋書畫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全球華人藝術網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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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9625 高校詭異事件簿 王文杰著 2013-08-00 1版 平裝 1

9789866832284 4號門診樓. 1, 孤墳魅影 木丁著 200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32321 密鑰傳說. 1, 華胥之門 郭子音著 200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32888 12星座配對大攻略 劉之翊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201 鹽分地帶詩抄 林佛兒作.攝影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82024 OLED有機發光二極體顯示器技術 陳志強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3205 實用板金學 黎安松編著 2012-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7913 矽晶圓半導體材料技術 林明獻編著 2013-10-00 三版 精裝 1

9789572188002 創意.生活.設計: 閱讀新心美學 鄭月秀等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163 電腦網路原理與應用 黃正傑編著 2012-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8286 HT66Fxx Flash MCU原理與實務: C語言 鍾啟仁編著 2013-07-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8422 電子實習 吳鴻源編著 2013-07-00 五版 其他 上冊 1

9789572188521 深入淺出零件設計SolidWorks 2012 郭宏賓等編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9092 升科大四技飲料與調酒 劉貞秀, 王彬如作 2013-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9139 乙級建築物室內設計暨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術士學科題庫彙編田金榮編著 2013-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9269 可程式控制器PLC與機電整合實務 石文傑, 林家名, 江宗霖編著 2013-07-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9276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予想問題集: N5一試合格 賴美麗等編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9290 靜力學 J. L. Meriam, L. G. Kraige原著; 陳文中, 邱昱仁編譯 2013-11-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89610 經濟學原理 劉世夫, 曾美華編著 2013-05-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9740 升科大四技數學B總複習講義(附解答). 2014最新版鍾憲輝, 李宜邠, 陳重銘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9757 升科大四技數學C總複習講義(附解答). 2014最新版鍾憲輝, 李宜邠, 陳重銘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西港鹿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圖書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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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2189917 日本語文法 檜山千秋, 王廸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979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專二)海量題庫: 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張朠紹編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005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專一)海量題庫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081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一考前急救包 曾清旗編著 2013-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0104 易しい日語作文 檜山千秋著; 王迪譯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210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90234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0241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A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258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精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364 蔬果切雕. 基礎實務應用篇 呂哲維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388 大甲在地文化 楊秀雅等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425 機構學 吳明勳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449 材料力學 李鴻昌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0517 升科大四技色彩原理重點嚴選 李崇城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531 測量學 黃桂生編著 2013-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0616 金屬材料對照手冊(含各國標準) 理工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等編著 2013-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0654 突破品質水準: 實驗設計與田口方法之實務應用林李旺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0692 升科大四技家庭教育 呂巧華編著 2013-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0708 AutoCAD 2014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0753 PLC原理與應用實務 王文義等編著 2013-07-00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90784 工業配電 羅欽煌編著 2013-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0791 聲學原理與噪音量測控制 蔡國榮, 王光賢, 涂聰賢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807 電子學實驗 陳瓊興, 陳竹正編著 2013-08-00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0852 電腦組裝一本搞定 呂志敏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0906 統測力. 2014最新版: 國文奪分王 曾家麒, 逸凡編著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0913 實用家庭電器修護 蔡朝洋, 陳嘉良編著 2013-09-00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0944 最新數位通訊系統實務應用與理論架構: GSM、WCDMA、LTE、GPS程懷遠, 程子陽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019 圖學: AutoCAD.CNS3 B1001 王照明編著 2013-08-00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91071 Excel 2010範例教本 王麗琴編著 2013-07-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1088 乙級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Win Cad工作室編著 2013-08-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1125 美甲新藝術: 生活時尚的饗宴 徐又非, 羅麗春, 韋四美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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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2191132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重點嚴選 耿立虎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1170 安全工程 張一岑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187 Excel 2010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1194 幾何光學 耿繼業, 何建娃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1200 乙級印前製程技能檢定學科歷屆試題解析 陳碧玲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1309 Wireshark TCP/IP網路協定入門實作分析 陳雲龍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1347 機械設計製造手冊 朱鳳傳等編著 2013-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1361 樂々日本語 謝琪瑛, 吳佳穎, 曹延麗編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191385 乙級美容術科寶典 陳麗珠編著 2013-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1392 資訊管理概論 陳瑞順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422 實用機工學: 知識單 蔡德藏編著 2013-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1439 最後一哩路: 電信線路工程 劉時淼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446 乙級美容學科寶典 陳麗珠編著 2013-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1453 資料結構: 使用C語言 蔡明志編著 2013-09-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1491 從臺灣文化題材到設計構思之研究 李香蓮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514 企業訓練與發展 張仁家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1163 消費者行為 汪志堅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1538 現代汽油噴射引擎 黃靖雄, 賴瑞海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1583 工程圖學與電腦製圖之關聯 王輔春等編著 2013-09-00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91606 物理實驗 陸軍官校物理系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613 普通物理實驗 林立弘編著 2013-09-00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91644 程式設計與生活: 使用C語言 邏輯林編著 2013-10-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1668 電子學 范盛祺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736 工業安全與衛生 楊昌裔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1743 機械設計 光灼華等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750 微算機基本原理與應用: MCS-51嵌入式微算機系統軟體與硬體林銘波, 林姝廷編著 2013-10-00 三版 精裝 1

9789572191774 透視設計表現技法 呂豪文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804 ANSYS入門 康淵, 陳信吉編著 2013-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1835 救災搜尋機器人實務 黃國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859 積體電路與微機電產業 曲建仲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873 工程材料科學 劉國雄等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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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2191927 工廠實習: 機工實習 蔡德藏作 2013-11-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1941 色彩原論 林昆範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2030 塑膠射出原理與實務應用 曾信智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047 複合螺旋研拋技術與原理 曾信智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701 生生不息 林佳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1422 謝義雄七十自述 2011-10-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9789 失去的勝利: 破解國共內戰之謎. 第一部, 國軍自毀長城之路霍安治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29796 日本海軍陸戰隊興亡史. 上冊, 貧國強兵(1872-1921)何永勝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3609 中華民國一百年軍制史: 1911-2011 中華民國建國100年軍事史編纂小組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3623 日本投降秘辛: 日本外務省官員加瀨俊一回憶錄: 從918到1945年日本投降 日本政府和戰決策內幕加瀨俊一著; 軼名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2067 性與社會文化: 性社會問題和中華性文化 阮芳賦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多識界圖書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老戰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百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2

自然醫學文摘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同善藝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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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574313 皇[]訓子十誡白話註解 蘇俊源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320 達摩四行觀血脈論悟性論破相論最上乘論白話註解蘇俊源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337 周易會意 蘇俊源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2191 無所不在的銀髮商機 村田裕之著; 詹慕如, 蔡昭儀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207 絕對達成: 每年改變5千人的專家,教你用科學方法建立自信,創造成果!橫山信弘著; 陳昭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214 揭密!萬惡人資主管的良心建言: 面試、升遷、跳槽、資遣、考績......其實是這麼回事萬惡的人力資源主管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221 聰明學統計的13又1/2堂課: 每個數據背後都有戲,搞懂才能做出正確判斷查爾斯.惠倫(Charles Wheelan)著; 愛荷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8706 睡眠與夢 威廉..H.默克羅夫特(William H.Moorcroft)作; 施惠娟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78706 睡眠與夢 威廉..H.默克羅夫特(William H.Moorcroft)作; 施惠娟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2027 孔雀膽 吳蔚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188 傾世皇妃 慕容湮兒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82201 傾世皇妃 慕容湮兒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82195 傾世皇妃 慕容湮兒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782218 野性的呼喚 傑克.倫敦著; 林捷逸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225 簡愛 夏綠蒂.白朗特(Charlotte Bronte)著; 劉珮芳, 陳筱宛譯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232 神探與羅蘋 莫里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呂姍姍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249 大唐遊俠 吳蔚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263 大亨小傳 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著; 王聖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270 斧聲燭影 吳蔚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百譯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好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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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782287 白牙 傑克.倫敦著; 林捷逸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294 霸業崛起的大謀略家: 劉邦 李偉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2300 羅蘋的財富 莫里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吳欣怡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317 魔女的復仇 莫里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施程輝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324 恐龍 史帝夫.布魯薩特(Steve Brusatte)著; 林潔盈譯 2012-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82348 老鳥不會告訴你的工作秘密 禹鎔杓著; 鄭瑾又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355 名偵探羅蘋 莫里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蘇瑩文, 吳欣怡譯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362 愛新覺羅.玄燁 廖彥博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386 歃血. 卷一, 霓裳曲 墨武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393 眸傾天下 慕容湮兒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82409 眸傾天下 慕容湮兒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82416 圖解聖經 月本昭男監修; 李毓昭譯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2423 歃血. 卷二, 關河令 墨武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430 歃血. 三, 無滅刀 墨武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447 圖解日本風俗 新谷尚紀監修; 蘇文淑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454 歃血. 卷四, 香巴拉 墨武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461 歃血. 卷五, 射天狼 墨武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478 圖解臺灣民俗 李文環, 林怡君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485 魔女與羅蘋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施程輝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492 柔福帝姬 米蘭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82508 吾乃食色 撒空空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782515 吾乃食色 撒空空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782553 柔福帝姬 米蘭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82546 柔福帝姬 米蘭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09877 戒殺問 (清)周思仁述; 凡夫白話譯; 孟焦編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4

克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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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9237 印前製程乙級術科檢定用書 育才圖書編輯編著 2013-09-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4995 臺灣佛教辭典 藍吉富主編 2013-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5611 墨念, 細說: 詹秀蓉書法專輯. 2011 詹秀蓉作 2011-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8627 筆的力量: 成大文學家論文集 賴俊雄主編 2013-02-00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0686 爺爺的筆記本. 第十五集, 小葫蘆傳奇 李華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2140 爺爺的筆記本. 第八-九集.白話戰國策 李華陽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642157 爺爺的筆記本. 第八-九集.白話戰國策 李華陽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6601 頓悟入道要門論 李瑞烈講述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6618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李瑞烈講述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志心講演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元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妙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育才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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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96625 六祖法寶壇經 李瑞烈講述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42655 美人當家 沐沐游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2662 美人當家 沐沐游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42686 娘子超不乖 古靈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693 親親老婆別想跑 莫霖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709 腹黑王子拐甜妻 淡霞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716 冷傲老大護嬌妻 梅貝爾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723 豪門小嫩妻 謝上薰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730 極品上司狂放電 艾玟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747 邂逅尊爵少東 呢喃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754 總裁獵妻入門 喬軒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761 富貴榮華 唐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2778 富貴榮華 唐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2785 富貴榮華 唐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2792 富貴榮華 唐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2808 富貴榮華 唐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2815 富貴榮華 唐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42822 富貴榮華 唐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42839 賺到酷男老公 古靈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846 預約黃金未婚夫 樓采凝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853 獨寵嗆辣寶貝 橙星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860 總經理的小逃妻 菲菲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877 學長的鑽石求婚 莫霖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884 嬌妻的變身遊戲 湛亮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891 吃定傲嬌老婆 水渝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907 蠻將軍的小嫁娘 圓悅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2914 后宮: 如懿傳 流瀲紫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希代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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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042921 一品嫻妻 衛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2938 一品嫻妻 衛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2976 惡夫不理包子 圓不破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2983 惡夫不理包子 圓不破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7104 人生禪 吉廣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2

9789865777012 人生禪 吉廣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5777029 人生禪 吉廣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5777036 人生禪 吉廣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865777043 人生禪 吉廣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2

9789865777050 人生禪 吉廣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2

9789865777067 人生禪 吉廣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2

9789865777074 人生禪 吉廣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2

9789865777081 人生禪 吉廣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2

9789865777098 人生禪 吉廣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2

9789865777111 人間佛教的戒定慧 星雲大師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5777128 人間佛教的發展 星雲大師等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5777227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777227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777135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77135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77142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77142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77159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77159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77166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77166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77173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冊數共計：30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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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77173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77180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77180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77197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77197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77203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77203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77210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777210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777234 佛光山開山46周年年鑑. 2012 年鑑編輯小組責任編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5777241 駿馬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7241 駿馬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87171 行政學快樂學 紀傑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188 民法關鍵讀本 陳曄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1287195 稅務法規 萬華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218 稅務法規(研究所) 萬華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256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讀本&題庫.高分攻略 簡正城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1317 發現舊玉 梁世昌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1821 精研資料結構(C/C++) 陳同利作 2013-10-00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5

宏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宏利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48

志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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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651838 精讀資料結構、演算法(C/C++) 陳同利作 2013-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4121 影子科學 謝繡竹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2418 日本香道 林瑞萱文.圖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2425 香道.茶道地圖 林瑞萱文.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1500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student's book). 8 Jason Chen[主編]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6051531 College English(student's book) 陳豫弘總編輯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051548 College English(student's book) 陳豫弘總編輯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051593 Step to elementary(student's book) John Ross[作] 2012-09-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6051654 日本人最常說的生活旅遊日語必用句 錢玲欣責任編輯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68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glish: a hands-on course for IT professionals胡蕙玲作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715 用美國學生的方法學好英文閱讀 王琳詔總編輯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722 國中英語文法解密: 十倍速學習 一本搞定全版本. 國一下B凌子楚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1739 圖解表列NEW TOEIC新多益必考單字 錢玲欣編輯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746 Come to live. book 9 Jason Chen[主編]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6051753 國中英語文法解密: 十倍速學習 一本搞定全版本. 國三下A凌子楚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1760 國中英語文法解密: 十倍速學習 一本搞定全版本. 國二下A凌子楚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1777 Workplace English: for beginners Courtney Hall編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784 ABC英語故事袋. 床邊故事篇 蕭喬萍, 賈文欣責任編輯 2013-02-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6051791 英語聽力有解 王琳詔總編輯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

希伯崙公司

送存冊數共計：2

良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坐忘谷茶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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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51807 國中英語文法解密: 十倍速學習 一本搞定全版本. 國二下B凌子楚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1814 IKU老師說一定會考的新日檢高分單字N5-N3 佐藤生作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821 國中英語文法解密: 十倍速學習 一本搞定全版本. 國三下B凌子楚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1838 生活韓語會話王 蕭喬萍責任編輯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845 新日檢N5-N3單字王 佐藤生作 2013-03-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6051852 解構英文句型王 王琳詔總編輯 2013-04-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6051869 圖解新多益單字王 陳豫弘總編輯 2013-04-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6051876 Come to live. book 10 Jason Chen[主編]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6051883 New connection: bring your English to the next level(student's book). 4Courtney Hall編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890 統測核心字彙完全攻略 陳豫弘總編輯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906 CNN主播教你用英語環遊世界 陳豫弘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913 ABC英語故事袋. 格林童話篇 王琳詔總編輯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920 菁英圖解英文文法 Sunny Chiu, Kathy Chyu, Iris Lin[作]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51937 菁英圖解英文文法 Sunny Chiu, Kathy Chyu, Iris Lin[作]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51944 圖說聖經故事 Christina Goodings作; Annable Hudson繪; 邱建倫中文翻譯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951 初級英語寫作實戰手冊: 最紮實的寫作訓練用書廖咸浩主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1968 情境圖解英語聽力大突破 王琳詔總編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975 Come to live. book 11 Jason Chen[主編]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051982 眼到、耳到、手到3招: 英文文法大突破 錢玲欣中文編輯; Phillip Geoffrey Larkin英文編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1999 TLC互動英語. 海外旅遊篇 錢玲欣責任編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008 上班族不能不會的海外出差+商展英語 陳豫弘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015 看聖經學英語: 雅各書 蔡詠信, 申文怡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022 英語聽說讀寫進化特訓 王琳詔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039 CNN全球巨星專訪: 讓名人教你最實用的英文慣用語!(點讀擴編版)陳豫弘總編輯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046 沛思鋼琴教學法即興彈奏教學&應用 璩雅文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053 圖解表列上班族最常用英文單字&片語 王琳詔總編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077 New connection. intro B 希伯崙編輯群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084 New connection. intro A 希伯崙編輯群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091 New Connection. A 希伯崙編輯群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107 New Connection. B 希伯崙編輯群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138 TLC互動英語: 帥哥廚師教你說英語 沛馨責任編輯 2013-10-00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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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76145 情境式德語圖解字典 高巧雯責任編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152 看見蒙福的記號: 約翰福音對現代生活的啟示 陳再明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301 可程式控制應用實務(含電腦連線及通訊協定) 陳世寬, 葉雲翔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9600 禪趣 聖輪法師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4041 一杯檸檬茶 方州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4058 母親給孩子一生的忠告 方軍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4096 一碗泡麵 白全珍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4102 夢想起飛的小故事 雅瑟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4119 求人不如求自己 李津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4164 靠這本抓住老公的胃 我的文化編輯小組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4171 香噴噴宴客料理60道 我的文化編輯小組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4188 自己煮 更省錢 我的文化編輯小組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1820 屈光手術學 王勤美主編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宏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法山聖德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8

克利達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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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7366 紫微斗數經典 白雲居士著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373 三元玄空暨內外六事實證 邱馨誼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380 道密奇門遁甲揭秘 王盤賢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397 八字命理點竅 陳藝夫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75478 增註八字提要甲乙部 韋千里原著; 徐宇辳增註 2012-11-00 平裝 2

9789578275492 名人命詮評註 陳易庵原著; 徐宇辳評註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3935 善薪: 金錢的「吸引力法則」 劉憶如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39795 來開店吧!小資創業.小小風格雜貨屋開業術 竹村真奈著; 蔡依倫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801 來開課吧!小資創業.打造手作人最愛的人氣課程竹村真奈著; 吳思穎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818 特殊-印刷.加工DIYBOOK 大原健一郎, 野口尚子, Grahpic社編輯部著; 徐淑娟譯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825 美味限定.幸福出爐!在家烘焙不失敗的手作甜點書杜麗娟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832 超圖解手作人必學.實用繩結設計大百科 Boutique-Sha著; 陳冠貴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849 從零歲開始,輕鬆培養孩子的注意力 海狸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863 易學不失敗!12原則x9步驟: 以少少の酵母在家作麵包幸榮ゆきえ著; 吳思穎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870 咦,白飯也能作麵包: 52款米飯作的土司.餡餅.花捲&手撕麵包山田一美著; 陳妍雯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887 愛上水果酵素手作好料: 醬.醃.泡.釀.烤81道料理.輕食.點心.飲品小林順子著; 黃鏡蒨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894 手釀好物.愛上微酸甜の酵素生活 杉本雅代著; 彭小玲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良品文化館

送存冊數共計：8

宋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宏治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育林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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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139900 自然味の手作甜食: 50道天然食材&愛不釋手的Natural Sweets青山有紀著; 丁廣貞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917 美好小日子微手作: 剪貼10分鐘,打造職人級繪本風生活小物!ピポソ著; 黃立萍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119 童詩一點靈: 童詩創作速成法十三招 廖文毅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2126 躍崖 區曼玲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2133 曼尼先生: 青少年理財哲學小說 十方作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2140 我們班有個丁大元 林加春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9941 Religio-cultural pluralism: tolerance, dialogue and peaceSuat Yildirim etc. 2010-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7759 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 孔方正, 戴忠淵編撰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90888 「滿洲國」軍史. 1931-1945年 陳美妃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890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國畫天地」教學實施計畫許瑞月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0906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樂齡法律面面觀」教學實施計畫宋重志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0920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樂齡學習使在地老化的社會企業產業化」學習方案企劃書蔣祖棋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宋重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即是書會

送存冊數共計：4

希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4

第 151 頁，共 617 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8100 即是書會書法集 洪松木總編輯 2011-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7207 與鴿相伴六十年 李作填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7207 與鴿相伴六十年 李作填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1162 電影籌拍親歷記: 行雲流水記往二記 沈鵬年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61179 電影籌拍親歷記: 行雲流水記往二記 沈鵬年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61209 巫師 于懷岸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216 諜戰上海灘 萬墨林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61254 諜戰上海灘 萬墨林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61230 多彩的旋律: 中國女性文學主題研究 喬以鋼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61261 政府績效管理工具與技術 邱吉鶴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61278 張隆溪文集 張隆溪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3261308 文壇遺蹤尋訪錄: 待漏軒文集 吳心海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322 策略思考,輸贏大不同: 作業風險之應用 韓孝君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346 中國現代文學制度研究 王本朝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61377 上海大亨杜月笙. 續集 簾外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384 國際關係與環境政治 盛盈仙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414 螢雪齋文續輯 劉昭仁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421 下午茶。如此美麗: 卡通一代江衡的藝術 風之寄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438 「麻色文革」首部曲: 饑餓的小城 南懷沙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445 中國大陸當代詩學 於可訓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452 類型研究視野下的中彰民間故事 劉淑爾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469 「麻色文革」二部曲: 文革之火 南懷沙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冠國際投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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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61483 胡適與現代中國的理想追尋: 紀念胡適先生12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潘光哲主編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506 山城臥治: 「三言」馮夢龍宦遊福建壽寧文獻考論夏春錦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513 麻辣校長: 鋼索上的精彩人生 陳守讓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520 「麻色文革」最終曲: 挖山洞的大兵 南懷沙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537 閱讀評量之創意閱讀認證 周靖麗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544 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 邱各容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551 我從來就不喜歡魯迅: 從政治異見到文化異見 綦彥臣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568 中國現代小說的敘事風貌 張中良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575 叔本華: 洞悉人生痛苦的智者 閻嘉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582 魯迅的焦慮與精神之戰 楊劍龍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599 靳景祥故事講述研究 林繼富, 李敬儒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05 國際魯迅研究 黎活仁總編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輯1 1

9789863261612 衝突與整合: 論具有留學背景的中國現代作家 婁曉凱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29 血戀: 文革愛情故事 趙旭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97 歷史深處有暗角: 中國現代名人訪談錄 向繼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803 意識的現形: 新詩中的現象學 劉益州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810 穆藕初與崑曲: 民初實業家與傳統文化 朱建明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827 天吟: 丁酉引蛇記 房文齋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834 小說的密碼: 人性與關懷 涂成吉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841 美麗的瞬間: 趙文華油畫精選 風之寄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858 情書208: 文革愛情故事 潘永修, 鄭玉琢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865 生涯規劃與職業生活 葉至誠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872 西遷與東還: 抗戰時期武漢大學編年史稿 張在軍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902 讓歷史訴說: 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行腳觀點 丁弘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926 英文學術論文寫作 董崇選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933 風雪夾邊溝 趙旭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940 多味人生: 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 嚴永西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988 傾訴: 八0後劉梅子的油畫日記 風之寄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015 電影饗宴: 生命中的故事 游麗卿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022 在科學與人文之間: 武光東文集 武光東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039 大海的女兒: 張青萍散文集 張青萍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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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62046 往矣集: 周佛海回憶錄 周佛海原著; 蔡登山編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060 才情與風範: 抗戰時期的武大教授續編 張在軍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084 日治時期臺灣漢詩人: 邱筱園詩集 李嘉瑜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2112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金雕細琢.吳卿雕刻展 吳卿作 2011-12-00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6769 歡迎餵食!: 兩隻偽浪浪的徒步環台記 劉晉佑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776 卸下面具去旅行 王佩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783 屌醫學: 正確認識命根子的構造、生理、保健與治療!許耕榕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3502 基礎生物力學: 骨骼肌肉系統 Margareta Nordin, Victor H. Frankel作; 林燕慧, 鄭智修, 魏鴻文譯2013-09-00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7806 中醫道家養身功法 胡于光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2580 Life Q Lam作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8682597 山寨版的上帝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作; 廖恩淑, 李正宜譯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沃特庫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呈峰彩色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3

吳卿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們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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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1252 既然只活一次,當然要占盡人生的便宜: 讓你富裕又充實的7件事川島和正著; 陳昭蓉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771 用NLP發揮你的天賦: 改寫人生腳本的方法 Chris岡崎著; 林仁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788 成人學習一定要想清楚的事: 讓工作、進修、考照三全其美的12大重點佐藤孝幸著; 賴庭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795 我在法國僧院學到的40件事: 一行禪師帶我回到心中真正的家瑪莉.派特森(Mary Paterson)著; 張瓅文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3046 入不二門: 公案拈提集錦 平實導師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73053 「意識虛妄」經教彙編: 依北傳四阿舍、南傳尼柯耶證明意識為生滅心　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80510 廣欽老和尚法語錄 釋傳敦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5332 一看就懂: 圖解!7天學會基礎法語 陳淑萍, 彭亞力作 2013-02-00 其他 1

9789866045370 跟美國人哈啦就要學會這些片語 沈在京, Ray Mills作; 金哲譯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6045431 好快!10天背完3000韓文單字 林瑋婷作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6045448 到美國生活不可不會的食衣住行英語會話 朴姝映, 江嫻珠作; 李麗譯 2013-08-00 其他 1

9789866045455 活用狄克生片語: 用美國人的思維說英文 朴姝映作; 林美惠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045462 7天學會必備英語問答會話 吳石泰作; 周淑萍譯 2013-11-00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星球語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妙通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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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467 水墨Online N世代聯展 陳芷若等作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8880498 靈光/視域: 陶文岳 陶文岳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7649 機器人實驗室EV3程式設計開發與應用: 學生手冊. A貝登堡講師團隊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4503 臺灣政權頭人錄五都版(2010-2014) 劉嘉琳主編 2013-06-00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1470 我們是神的子女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1487 成和精神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編著; 鐘美香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1333 天和堂 文亨進著; 潘如琇翻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058 多元英語教學活動 張玉萍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11096 理財與生涯規劃 林俊亨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11102 圖解SPSS寫作解析: 專題與論文常用的觀念 陳雪芳編纂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11119 創意發想與創新管理 葉英斌編纂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

言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3

貝登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決策調查

送存種數共計：1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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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1333 創業老闆所必備的財務知識 林俊亨總編輯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8581418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陳淑貞, 翁志成編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8581432 數位內容與多媒體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3 王永康, 陳昌君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581456 行政法概要 林燦都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034 企業經營與創新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編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1944 綠色生活與產業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全文集. 2011 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041 應用日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 黃旭暉等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269 短談《書的未來》 富田倫生作; 董福生譯 2013-09-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7825 第一次自助遊法國超簡單 彭欣喬等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1

汪達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碩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商業科大經營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商業科大應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育達商業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育達商業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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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77832 第一次自助遊大阪神戶超簡單 張信儀等文字.攝影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77849 第一次自助遊香港超簡單 古育敏文字; 陳世強等攝影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77863 峇里島玩全指南. '14-'15版 林柏壽文字.攝影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77870 臺南劍獅帶路安平尋寶 王則文, 楊育禎文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77870 臺南劍獅帶路安平尋寶 王則文, 楊育禎文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887 上海玩全指南. '14-'15版 陸韻葭等文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77894 第一次自助遊新加坡超簡單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77900 第一次自助遊北京超簡單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900 第一次自助遊北京超簡單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917 第一次自助遊紐約超簡單 柯宇倩, 陳潤芝文字.攝影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77924 第一次自助遊上海超簡單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924 第一次自助遊上海超簡單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931 北海道玩全指南. '14-'15版 吳秀雲文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931 北海道玩全指南. '14-'15版 吳秀雲文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948 第一次自助遊曼谷超簡單 阿冷, 邱卉婷文字.攝影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948 第一次自助遊曼谷超簡單 阿冷, 邱卉婷文字.攝影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979 第一次自助遊峇里島超簡單 林柏壽文字.攝影 2013-12-00 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070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黃培堯等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31063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黃培堯等編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1103 言之罪 咎Q漫畫; 鬼畜貓編劇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宏擘管理顧問

送存冊數共計：29

吳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伯樂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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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6481 小茶書 二郎房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936498 HAKKA.好食.: 新客家煮義 陳慧琦, 馮鳳嬌合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2301 風物深情 二郎房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5507 吳寶春麵包寶典 吳寶春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107 關島就要這樣玩 林思吾作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0104 天臺析津. 九, 止觀講記 松果編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0718 古史地理論叢 錢穆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0886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張瑋編著 2013-08-00 修訂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0253 話左話右: 李奇茂書畫創作展 李奇茂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河中文化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果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吳寶春食品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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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67289 Bwh: 犬台女子高中宿舍 花見澤Q太郎原作; 李妮瑄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67470 曉之誓約 結城光流原作; 松尾葉月漫畫; 伶翻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67487 曉之誓約 結城光流原作; 松尾葉月漫畫; 伶翻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69030 黃金剩女結婚大作戰! NIRASAWAAKIKO作; 李怡君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69054 草食男女的戀愛必勝法則 齊田直世作; 李怡君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69634 琉璃公主大冒險. 新婚篇 冰室冴子原作; 山內直實漫畫; 和靜清寂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569948 Encount!!橘家四姊妹 大島永遠作者; 張可蓉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0003 月見月理解的偵探殺人 明月千里作; 譚志瑋翻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0171 魍魎搖籃 三部敬原作; 賴芯葳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0188 續.妄想乙女 飯島凜作; 李妮瑄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201 是: ZE 志水雪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0218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傳次郎漫畫; Alata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100225 My doll house甜蜜寶貝屋 唯登詩樹原作; 逝人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0232 布倫戴奇的魔法城堡 香純裕子原作; 橘香郁野漫畫; 糖糖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256 哆啦A夢 時空探險隊 藤子.F.不二雄原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0263 享樂生活 春輝漫畫;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0270 國崎出雲軼事 平川彩原作; 葉廷昭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0287 PEACE MAKER和平捍衛隊 皆川亮二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0294 學園王子 柚月純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00300 美女醫生: Dr.露露 前田理想原作;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0317 除魔巫女．總務2課 光永康則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0324 銀狐 落合小夜里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0331 變裝俏老爸 金田蓮十郎原作; 林靜宜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0348 Schoolmate: 清涼學員 あづまゆき原作; 和清靜寂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0485 62種在家就能輕鬆完成的美味手做麵包 荻山和也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508 鋼彈軍武大全機動戰士鋼彈UC獨角獸之日. 紅色彗星篇孫豐澤總編輯; 王中龍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515 Little busters!ex half&half VisualArt's/Key原作; 御門智, 守崎みさお作; 健仔翻譯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0546 瑪莉亞的凝望. vol.25, 大門扉小鑰匙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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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0577 Campione: 弒神者!. VI, 神山飛鳳 丈月城作; Juspion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652 閃電11人外傳集 Level-5 Inc.原作.監修; 藪野展也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713 暮蟬鳴泣時解. 祭囃篇 竜騎士原作; 鈴羅木かりん作畫; Uya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0768 My doll house甜蜜寶貝屋 唯登詩樹原作; 逝人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0775 trash黑街殺手 山本賢治原作; D.P漫畫; 小天野翻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0850 Tales of Vesperia 銀之明星 矢島さら作; KEI 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867 美夢俱樂部DEAR GIRLS 一葵さやか作; Akira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0874 Tales of the world radiant mythology 3完全設定集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881 魔界戰記3惡魔學園 佐佐木心作者; Rui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0904 夢幻之星PORTABLE 2無窮進化攻略設定資料集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935 大小姐的專屬司機 石原ケイコ漫畫; 伶翻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966 Vitaminz: 智之章 住吉文子原作; 伶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0973 巨乳戰隊X 高遠壘原作;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0980 魔法草莓 松本剛志作; 賴芯葳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1017 闇之皇太子 宮尾新原作; 李妮瑄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1024 美食天娘 稻山覺也作; 王小二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1031 史萊姆大冒險: 史拉林與復活的勇車 金子 純作; 葉廷昭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1079 銀狐神使 落合さより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1093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亞樹作; 伊波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101109 媽媽是同班同學 あづまゆき原作; 逝人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1123 摔角妖精宮殿 青柳一夫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1130 Tales of The Abyss緋色的旋律 矢島さら作; 譚志瑋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01147 完美婚禮造型book 陳旻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154 鋼鐵白兔騎士團X 舞阪洸作; 哈泥蛙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1161 瑪莉亞的凝望. vol.26, 十字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178 Little busters!ex half&half VisualArt's/Key原作; 御門智, 守崎みさお作; 健仔翻譯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1185 Cross days: 喜連川路夏的戀愛法則 神樂陽子作; 林其磊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208 闇之皇太子. Series1, 宿命的兄弟 金澤有倖作; M.A.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215 3分鐘的舒緩體操 打造美人體質 高岡英夫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239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原作; AKIRA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3101246 純愛重金屬 高田康太郎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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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1253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原作;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101260 特別編輯漫畫: 名偵探柯南羅曼蒂克精選 青山剛昌漫畫; 葉廷昭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277 戰鬥陀螺鋼鐵奇兵 足立充史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1284 漫研 うおなてれおいん原作; 伊波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1291 空色戀愛習題 双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1307 哆啦A夢超棒球外傳 麥原伸太郎原作; 許文萍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101314 愛殺寶貝 カヅホ原作;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1321 神奇寶貝鑽石&珍珠 幻影の霸者索羅亞克(電影版)田尻智漫畫; 御門幻流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338 神奇寶貝鑽石&珍珠 幻影の霸者索羅亞克(電影改編漫畫版)井上桃太漫畫; 御門幻流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345 戰國STRAYS: 時空迷遊抄 七海慎吾原作; 弁天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1352 聖鬥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RON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1369 國崎出雲軼事 平川彩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1383 亞迦雷斯特戰記. 2,角色插畫收藏集 GEMAGA編輯部作; 陳冠安譯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3101390 惡魔召喚師葛葉雷道孤獨旅人 綾村切人作; Rui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1406 我的她是戰爭妖精 嬉野秋彥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1413 聖者於夜晚降臨 神崎將臣原作;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1420 神奇魔壺 藤玉置原作; 古學勤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1437 羅密歐X羅密歐 立野真琴原作; 大和腐子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1444 享樂生活 春輝漫畫;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1451 平安炎刃 沖方てい原作;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1475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伊波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1499 最遙遠的距離 凪良ゆう作; 林彣馡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505 Campione: 弒神者!. VlI, 齊天大聖 丈月城作; Juspion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512 R.O.D. 倉田英之, Studio Orphee作; 許國煌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863101529 聖獸王的新娘. vol.8, 螺旋之風 高遠砂夜作; 黃勝宏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536 出租執事. Vol.3, 千金小姐的執著 藤咲あゆな作; 卓文怡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550 動物森林 學校老師 松本花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1543 海洋保養法: 健康美人養成計畫 宮地正典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574 青之炎 島本和彥原作; 伊波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1567 GA藝術科美術設計班 きゆづきさとこ原作; 伊波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1581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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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1598 石影妖漫畫譚 河合孝典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1604 史萊姆大冒險: 史拉林與妖精之國 金子統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1611 秋尼克 水谷フーカ作; 賴芯藏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628 神魔阿凡達 星野倖一郎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1635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1659 初戀魔法電擊 明日香正太原作; 天廣直人漫畫;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1666 A頻道 黑田bb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1673 屍姬 赤人義一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01697 紅kurenai 片山憲太郎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1703 漫長的散步 須藤真澄原作; Reigi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727 模型戰士 鋼彈模型製作家 起始G 動畫設定全集孫豐澤總編輯; SR2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758 摔角妖精宮殿 青柳孝夫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1765 黑神 林達永原作; 朴晟佑作畫; 陳鈞然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01789 青之驅魔師: 週末英雄 加藤和惠, 矢島綾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796 迷途之戀 樋口美沙緒作; 林彣馡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802 Dragon Crisis: 龍之界點: 決戰前夜的少女們 城崎火也作; 鱗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819 瑪莉亞的凝望. vol.27, 尋找妳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826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1840 心靈偵探八雲. 2, 靈魂相繫之物 神永學作; 林佩瑾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871 柑橘系青春 香魚子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1888 蟲忍 古橋秀之作; 可倫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895 跑車浪漫旅. 5: 公式完全攻略本 enterbrain編輯部作;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901 凱薩琳: 官方完全攻略設定集 enterbrain編輯部作 2012-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01918 渾沌思緒 熱戀親親! 杜講一郎, 佐倉乎美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1925 閃亂神樂-忍者少女-: 官方完全攻略+插畫集 ENTERBRAIN作; 可倫內文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932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冰上慧一作; 林珉萱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1949 便.當. 6, 和栗蒸糯米飯便當310圓 朝浦作; 許國煌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956 Steins;Gate命運石之門: 恩仇的布朗運動 溝口岳史作; Rein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1963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1970 魔物獵人日記 溫馨艾路村G 官方完全攻略本 enterbrain編輯部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987 百億魔女物語. 3, 為什麼我的妹妹們總是那麼難以捉摸竹岡葉月作; 林憲權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第 163 頁，共 617 頁



9789863101994 光明之心 麵包薰香之島 加納新太作; 可倫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007 To Heart2 迷宮旅人 官方完全攻略本 enterbrain編輯部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021 戰鬥陀螺鋼鐵奇兵 足立充史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2045 魍魎搖籃 三部敬原作; 熊次郎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2052 PANI-PONI嬉皮笑園 冰川ヘきる作; 陳鈞然翻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02076 戀貓 真島悅也原作;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6-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2083 志水雪全集LOVE MODE 志水雪原作; ALATA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090 神薙 武梨えり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2106 羅密歐X羅密歐 立野真琴原作; 大和腐子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113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邱昶凱等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2120 百發百中! 林佑樹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144 愛意湯 東鐵神漫畫; 地區B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137 美食天娘 稻山覺也作; 王小二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151 神奇魔壺 藤玉置原作; 古學勤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168 闇之皇太子 宮尾新原作; 李妮瑄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175 光之風 渡邊多惠子原作; 徐智慧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102182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亞樹作; 伊波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102199 哆啦A夢深入導覽 藤子.F.不二雄原作; 徐智慧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205 戰國BASARA 3: ROAR OF DRAGON 大賀淺木原作; 弁天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212 四國志 淺野櫻原作; 雙葉羽月漫畫; 伶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229 NIGHTMATR MAKER Cuvie原作; Yoshiki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2236 闇之皇太子. Series 2, 未完的繼任者 金澤有倖作; M.A.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243 給沉眠執事的魔法之吻 朝霧夕作; niwa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250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作; 黃勝宏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267 歡樂黎明使者團!. Series 4, 沒落的神之鄉 樹川智美作; 金魚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274 聖獸王的新娘. vol.9, 莉莉公主的謀略 高遠砂夜作; 黃勝宏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281 給一直沒有女友的你 諸富祥彥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311 汪達與巨像: 官方完全攻略設定集 enterbrain編輯部作; 吳函璇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328 蒼翼默示錄: 錯綜奇想 小早川ハルヨシ作; TKB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335 ICO 官方完全攻略設定集 enterbrain編輯部作; 吳函璇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359 我的她是戰爭妖精. 小詩篇 嬉野秋彥作; 哈泥蛙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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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2366 Tales of the abyss緋色的旋律 矢島さら作; 譚志瑋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02373 鋼彈軍武大全. 鋼彈模型G30篇 孫豐澤總編輯; SR2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380 戀愛貓貓 森泰士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2397 石影妖漫畫譚 河合孝典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2403 我們都是死人 綺羅原作; 古學勤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410 破妖之劍 前田珠子原作; 松元陽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434 Q&A 安達充原作; 林佩瑾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2441 戰場女武神. 2: our only days 黑山メッキ原作; 李妮瑄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458 少年啊!要光耀耽美 美樹麻樹原作; RON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2465 柑橘系青春 香魚子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472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原作; 揪尼豆桑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2489 銀狐 落合小夜里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2496 初戀魔法電擊 明日香正太原作; 天廣直人漫畫;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502 愛殺寶貝 カヅホ原作; 地區B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2519 殺戮箴言aphorism 宮条カルナ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2526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原作; 依文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2540 真.戀姬[]無雙: 少女繚亂☆三國志演義 小林正親作; 黃盈琪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2557 第一次接觸就被喜歡!各種場合的加分說話術 柴田陽子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564 舒適快眠!這樣睡就對了! 小林敏孝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571 伯爵與妖精. vol.19, 暗夜下的鏡之國 谷瑞惠作; 趙聖媛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588 熱情x冷顫 本田透作; 許國煌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2595 瑪莉亞的凝望. vol.28, 心框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618 PEACE MAKER和平捍衛者 皆川亮二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2632 哥羅羅魔物物語 永壽泰成原作; 熊次郎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2656 170道健康養生簡單好作的豆腐料理食譜 瀨尾幸子料理指導; 周奇蓁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663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原作; AKIRA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3102670 trash黑街殺手 山本賢治原作; 小天野漫畫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694 牙之旅商人 七月鏡一原作; 梟漫畫; 麥盧寶全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861 牙之旅商人 七月鏡一原作; 梟漫畫; 麥盧寶全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717 Battle Spirits少年戰魂 矢立肇原作; 東川祥樹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2724 佐藤君的平凡生活 金色瑞西作; 正樹七十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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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2731 史萊姆大冒險: 史拉林與熱門大會 金子統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2748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02755 Statrry☆sky星座彼氏 皆川原ハル作; 伶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762 惡魔召喚師葛葉雷道對孤獨旅人 綾村切人作; Rui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2779 刺客教條啟示錄完全攻略本 enterbrain編輯部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786 月見月理解的偵探殺人 明月千里作; 譚志瑋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2793 FINAL FANTASY. XIII-2, 終極戰鬥指南 作電玩攻略組責任編輯; 可倫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809 FINAL FANTASY. XIII-2, 終極劇情解析 電玩攻略組責任編輯作; 王啟華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816 魁拔: 幽龍騎士 王川作者; 脫馬斯, 小流士漫畫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823 聖鬥士聖衣神話全書 車田正美原作; SR2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830 NOMOKEN1: 野本憲一模型技術研究所 野本憲一作; SR2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847 Tales of Vesperia虛空的假面 奧田孝明作; KEI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02854 戰國STRAYS: 時空迷遊抄 七海慎吾原作; 弁天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2878 純愛手札Girl's Side 3rd Story原畫&美術設定集 電玩通書籍編集部原作; 林珉萱, shaula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885 SERENDIPITY前嶋重機畫集 前嶋重機原作; 伶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892 星航傳奇 周顯宗漫畫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2915 神偷怪盜TREASURED EDITION 青山剛昌原作; 黃蓁蓁, 魔術方塊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922 神樣DOLLS 山村哉原作; 陳鈞然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2939 國崎出雲軼事 平川彩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2946 紅kurenai 片山憲太郎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2953 DOGS獵犬: bullets & carnage 三輪士郎原作; 林佩瑾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2977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伊波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2991 SOUL GADGET RADIANT: 靈魔武裝.光 大森葵作; 逝人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3004 戰鬥陀螺鋼鐵奇兵 足立充史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3011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3028 戰國BASARA 3: ROAR OF DRAGON 大賀淺木原作; 弁天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3035 Campione: 弒神者!. VIII, 受難的魔王們 丈月城作; Juspion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042 追尋鏡中的倒影: 迷途之戀. 番外篇 樋口美沙緒作; 林彣馡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059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作; 黃勝宏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3066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3073 A頻道 黑田bb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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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3080 天使x密造EX 佐久間智代原作; 古學勤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3103 Xtreme極限藝能. 新世界篇 陳志隆漫畫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110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原作; 竹村洋平漫畫; 伊波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127 要聽爸爸的話!: 路上觀察研究日誌 松智洋原作; 宮乃博次漫畫; 伊波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141 STEP 監督 典藏作品集 監督作; 花雕雞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158 便.當: zero 朝浦, 柴乃櫂人作; 伊波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165 便.當. 7, 真.和風高麗菜捲便當280圓 朝浦作; 許國煌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172 SUPER SONICO寫真集 SOFTBANK編輯部作; 葉廷昭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189 魅CHARM: VOFAN大人幻想畫集. 2 Vofan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196 放學後的艾蒂莉西亞: 百億魔女物語外傳 竹岡葉月作; 林憲權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202 萌.魅魔全書 TEAS事務所作; 王啟華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219 光明之心插畫設定資料集 enterbrain編輯部作; 霖之助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226 戰場女武神. 3, 完全設定畫冊 enterbrain編輯部作; 黃種德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233 Final fantasy. XIII-2, fragments before 映島巡作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03240 祝福的鐘聲Festa della Minette ういんどみるOasis原作; 凪小石, 三日堂, 八木れんたろー作; Kei譯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257 Dragon Crisis: 龍之界點: 兩人的契約 城崎火也作; 鱗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264 雙重束縛 英田沙希作; K.T.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271 維多利亞薔薇色. vol.14, 戀之禮服與舞會的一抹青青木祐子作; 許芳瑋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288 釋迦牟尼也凝望. vol.5, 歡慶學園祭 今野緒雪作; 趙聖媛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295 心靈偵探八雲. 3, 在黑暗彼端的光芒 神永學作; 林佩瑾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301 額.頭.輕.觸 野島けんじ作; Gdrs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3318 哆啦A夢誕生前100年紀念BOOK 藤子.F.不二雄原作; 伊波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325 要聽爸爸的話!: 小鳥遊家的居家日常 松智洋原作; わだぺん。等漫畫; 伊波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332 名偵探柯南: 沉默的十五分鐘 青山剛昌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03349 名偵探柯南: 沉默的十五分鐘 青山剛昌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03356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亞樹作; 伊波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103363 電影改編漫畫版 哆啦A夢 : 大雄與奇跡之島 藤子.F.不二雄原作; 麥原伸太郎漫畫; 御門幻流翻譯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387 屍姬 赤人義一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03394 黑神 林達永原作; 朴晟佑作畫; 陳鈞然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03417 百發百中! 林佑樹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3431 1/2狗王子 中村世子原作; Reigi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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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3448 石影妖漫畫譚 河合孝典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3677 石影妖漫畫譚 河合孝典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3455 聖者於夜晚降臨 神崎將臣原作; 地區B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3462 大小姐的專屬司機 石原ケイコ漫畫; 伶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3479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楸尼豆桑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3486 Bullet armors : 子彈裝甲 森茶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3493 純愛重金屬 高田康太郎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3509 Tales of VESPERIA虛空的假面 奧田孝明作; KEI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03516 我的她是戰爭妖精 嬉野秋彥作; 哈泥娃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3523 神兵啟示錄 常闇大地 浅見よう作; Rui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523 神兵啟示錄 常闇大地 浅見よう作; Rui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530 聖蛋之吻 ピアイオ作; Rui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547 命運石之門 比翼雙飛的戀人 官方設定資料畫冊enterbrain編輯部作; Rein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554 TALES OF XILLIA完全攻略本 電玩完全攻略組責任編輯作; 林耿生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561 降鬼一族 新編．官方完攻略本 enterbrain編輯部作; 江珮儀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578 變裝俏老爸 金田一蓮十郎原作; HARU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3585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3592 我們都是死人 綺羅原作; 古學勤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3608 國崎出雲軼事 平川彩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3615 戀愛貓貓 森泰士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3622 魍魎搖籃 三部敬原作; 熊次郎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3639 闇之皇太子 宮尾新原作; 李妮瑄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3646 戰鬥陀螺鋼鐵奇兵 足立充史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3653 愛殺寶貝 カヅホ原作; 地區B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3660 神薙 武梨えり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3684 向死神許下最後的願望 山田ミコト原作; 林雅涵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707 今日也執事全開! 真田和史原作; 糖糖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721 Q&A 安達充原作; 林佩瑾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3738 初戀魔法電擊 明日香正太原作; 天廣直人漫畫; 地區B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3752 閻小妹YAMEME 冉色斯動畫股份有限公司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3769 Daisuke!: offical photo book 電玩通書籍編集部原作; 伶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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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3776 Daisuke!: crown & anchor キリシマソウ原作; 伶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783 聖誕之吻 東雲太郎作; 地區B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3790 神奇寶貝三隻組挑戰大冒險 淺田實穗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3806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原作; 依文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3813 史萊姆大冒險: 史拉林與深海秘寶 金子統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3820 便.當7.5: Wolves,be ambitious! 朝浦作; 許國煌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844 鋼彈軍武大全. 機動戰士鋼彈00篇. IV Hobby Japan編輯部作; 路吉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868 魔物獵人EPISODE Novel.1 冰上慧一作; 林珉萱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875 狐印插畫作品集 狐印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882 百億魔女物語. 4,我說,魔女到底是什麼呢? 竹岡葉月作; 林憲權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899 潛龍諜影HD EDITION 官方完全攻略本 enterbrain編輯部作; 林耿生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905 On the Way to a Smile Final Fantasy. VII 野島一成作 2012-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03912 餐廳愛情風暴 高遠琉加作; 林彣馡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929 DAS SCHWARZE HERZ : 黑色心臟.11, 諸神的脈動vital.X桑原水菜作; 金魚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936 瑪莉亞的凝望. Vol.29, 薔薇花冠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943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3950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作; 黃勝宏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3967 Campione: 弒神者!. IX, 女神再臨 丈月城作; Juspion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974 歡樂黎明使者團!. Series 5, 女司令失業中!? 樹川智美作; 金魚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981 CANAAN Chunsoft原作; 杉原智則作; Xamuk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03998 雙重束縛 英田沙希作; KEI 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4001 伯爵與妖精. Vol.20, 純白羽翼下的羈絆 谷瑞惠作; 趙聖媛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018 新山田小蜜子 小野繪里子原作; 許文萍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049 風魔小次郎 車田正美原作; RON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4070 Soul gadget radiant: 靈魔武裝.光 大森葵作; 逝人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4124 妄想老師 春輝原作; 揪尼豆桑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4131 神偷怪盜TREASURED EDITION 青山剛昌原作; 黃蓁蓁, 魔術方塊翻譯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4148 光之風 渡邊多惠子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104155 紅kurenai 片山憲太郎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4162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原作; AKIRA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3104179 百合學園: 百合香的女子大學生活 原田重光原作; 瀨口孝宏漫畫; 逝人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第 169 頁，共 617 頁



9789863104186 自墮落妖精悠露露夢 神葉理世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193 直笛與書包 東屋めめ原作; 和靜清寂i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209 我的朋友很少+ 平坂讀原作; 田口囁一漫畫; 地區B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216 樂園之泉 稻荷家房之介原著; 古學勤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223 果汁汽水 神葉理世原作; 大和腐子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230 Her 山下知子原作; 籃球丸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247 電影哆啦A夢彩色映畫版.12,大雄與動物行星(新裝完全版)藤子.F.不二雄原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254 水乳交揉! 鏡裕之作; 葉廷昭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278 偶像大師. 2, 珍愛攻略畫冊 enterbrain編輯部作; 黃盈琪,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285 黑岩射手THE GAME攻略設定集 ENTERBRAIN作; 可倫內文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292 一定會瘦的低卡料理食譜100 PLUS精選集 主婦之友作; 李羽秀內文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315 狐仙大人神隱之謎!. Series 4 かたやま和華作; Kagamin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322 樂園之歌 鈴藤みわ作; uko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04339 樂園之歌 鈴藤みわ作; uko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04346 闇之皇太子. Series 3, 幻影的侍從 金澤有倖作; M.A.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377 Schoolmate: 清涼學員 あづまゆき原作; 和清靜寂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4384 豪嬌美少女凪原空 水無月すう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391 電影哆啦A夢彩色映畫版.13,大雄的天方夜譚(新裝完全版)藤子.F.不二雄原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407 Waltz華爾滋 伊坂幸太郎原作; 大須賀惠漫畫; 林捷瑜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4414 享樂生活(彩色特別版) 春輝漫畫; 揪尼豆桑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421 Time killers加藤和惠短編集 加藤和惠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438 NIGHTMATR MAKER Cuvie原作; Yoshiki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4452 千歲GET YOU!! 真島悅也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469 戰鬥陀螺鋼鐵奇兵 足立充史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4476 天然阿魯米! こむそう原作; 王小二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4483 感動人心的哆啦A夢名言錄 藤子.F.不二雄原作; 張勝昌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506 向死神許下最後的願望 山田ミコト原作; 林雅涵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4513 武士吸血鬼 おがきちか原作; 陳鈞然i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520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地區B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4537 百發百中! 林佑樹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4544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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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4551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4568 黑暗靈魂: 美術設定資料集 enterbrain編輯部作; 吳函琁譯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04575 魔物獵人3G完全攻略本 enterbrain編輯部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582 小初音成長日記 なぎみそ作; 小焦焦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599 我的她是戰爭妖精. 小詩篇 嬉野秋彥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4605 龍族教義完全攻略本 enterbrain編輯部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612 吃對了! 天天都能瘦 濱內千波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629 小說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給工藤新一的挑戰書: 怪鳥傳說之謎青山剛昌原著; 平良隆久小說; 龔亭芬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636 戀曲寫真完全攻略本 enterbrain編輯部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643 東方繪師錄 晉遊社作; 可倫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650 那由多之軌跡: 完全攻略+官方原畫集 電玩攻略組責任編輯作; 江佩儀內文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674 魔物獵人EPISODE. Novel.2 冰上慧一作; 林珉萱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681 六花的勇者 山形石雄作; krpt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698 餐廳愛情風暴. 2, 美女與野獸及紳士 高遠琉加作; 林彣馡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704 CANAAN Chunsoft原作; 杉原智則作; Xamuk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04711 瑪莉亞的凝望. Vol.30, 群光環繞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728 真.戀姬無雙: 外史 流星編織的物語 むこうじまてんろ作; 可倫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735 真.戀姬無雙: 外史 流星編織的物語 むこうじまてんろ作; 可倫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4742 水乳交揉! 鏡裕之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4766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作; 黃勝宏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4773 時與永遠: 非官方設定畫集 Enterbrain編輯部作; 吳函璇內文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780 星航傳奇 周顯宗漫畫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4797 電影哆啦A夢彩色映畫版.14,大雄的夢幻王國(新裝完全版)藤子.F.不二雄原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810 我們都是死人 綺羅原作; 古學勤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4827 My doll house甜蜜寶貝屋 唯登詩樹原作; 逝人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4834 美食天娘 稻山覺也作; 王小二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4841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傳次郎漫畫; Alata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104858 trash黑街殺手 山本賢治原作; D.P漫畫; 小天野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4865 神奇魔壺 藤玉置原作; 古學勤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4872 日晝月夜twink★twink 松本花原作; NAO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4889 屍姬 赤人義一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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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4896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4902 BUYUDEN武勇傳 滿田拓也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919 閃電11人GO Level-5 Inc.原作.監修; 藪野展也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926 閃電11人 Level-5 Inc.原作.監修; 藪野展也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4933 王牌偶像A 安達充原作; 陳釣然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940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4971 神奇寶貝超級願望 比克提尼與黑英雄捷克羅姆(電影版)田尻智原案; 石原恒和監修; 御門幻影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988 神奇寶貝超級願望 比克提尼與黑英雄捷克羅姆(電影改編漫畫版)井上桃太原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995 李洛克之青春火力全開忍傳 平健史原作; 伶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008 李洛克之青春火力全開忍傳 平健史原作; 伶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015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原作; 竹村洋平漫畫; 地區B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022 要聽爸爸的話!: 路上觀察研究日誌 松智洋原作; 宮乃寬嗣漫畫; yoshiki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039 戰場女武神. 2: our only days 黑山メッキ原作; 李妮瑄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046 神偷怪盜TREASURED EDITION 青山剛昌原作; 黃蓁蓁, 魔術方塊翻譯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5060 紙箱戰機 Level-5 Inc.原作.監修; 藤異秀明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077 龍之界點: Dragon Crisis 城崎火也原作; 大田優一漫畫; 逝人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084 享樂生活(彩色特別版) 春輝漫畫; 揪尼豆桑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091 積木之戀 凪良ゆう作; niwa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107 伯爵與妖精. vol.21, 給心愛之人的十二夜祈禱 谷瑞惠作; 趙聖媛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121 Campione: 弒神者!. X, 槍之戰神 丈月城作; Juspion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138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5145 東方求聞口授 Zun作 2013-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05152 東方求聞史紀 Zun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05176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原作;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105206 14歲之戀 水谷フーカ作; HARU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213 鑽研吧!!神奇寶貝B.W 勝見直人原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220 妹控PLUS 勇人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244 愛意湯 東鐵神漫畫; 地區B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251 忘卻的霸王羅蘭 吉野匠原作; 葉月翼漫畫; 弁天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268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原作; AKIRA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3105275 Bullet armors: 子彈裝甲 森茶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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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5282 驅魔神手 空詠大智原作; 柏木凜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5299 戰國STRAYS: 時空迷遊抄 七海慎吾原作; 弁天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5305 艷色之書: 是-ZE-畫集 志水雪原作; KUMO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312 電影哆啦A夢彩色映畫版.15,大雄在白金迷宮(新裝完全版)藤子.F.不二雄原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329 閃亂神樂 紅蓮之蛇 あおいまなぶ作; 可倫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336 閃亂神樂Spark! 田辺京作: 可倫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343 萌! 女神全書 TESA事務所作; 王啟華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367 足跡: 監督 典藏作品集 監督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398 首都圈女子高中制服圖鑑 日本制服研究準備委員會著; 謝育妮,林佩瑾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404 惡靈古堡. 6: 官方完全攻略本 enterbrain編輯部作; 林耿生,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411 真．戀姬[] 無雙;萌將傳: 戀都繚亂!小劇集 小林正親作; 黃盈琪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5428 鼻血店長就不行嗎 新木伸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435 光明之刃 劍士們的間奏曲 加納新太作; 可倫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442 戀曲寫真 五稜鏡的回憶 志茂文彥作; 可倫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459 Give up! 上栖綴人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466 Give up! 上栖綴人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473 Give up! 上栖綴人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5480 原田雄一工作記事本 原田雄一作; 葉廷昭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497 JESUS砂塵航路: 灰之復仇 七月鏡一原作; 藤原芳秀漫畫; 陳釣然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503 青之炎 島本和彥原作; 逝人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5510 Lucian Bee's: RESURRECTION SUPERNOVA 5pb.原作; 田倉トヲル漫畫; 伶翻譯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3105527 俏博士與機器少年 貓砂一平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534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原作; 依文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5541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5558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05572 Soul gadget radiant: 靈魔武裝.光 大森葵作; 逝人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5589 直笛與書包 東屋めめ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602 祝福的鐘聲<> ういんどみるOasis原作; 八木れんたろー作; Kei譯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619 釋迦牟尼也凝望. vol.6, S接觸 今野緒雪作; 趙聖媛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626 六花的勇者 山形石雄作; krpt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633 雙重束縛 英田沙希作; Kei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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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5640 額.頭.輕.觸 野島けんじ作; GDRS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5657 天然阿魯米! こむそう原作; 王小二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5664 peace maker和平捍衛者 皆川亮二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5671 是: ZE: 神紙之書 志水雪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688 我與魔女的時間 アラカワシン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695 美食天娘 稻山覺也作; 王小二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5701 特別編輯漫畫名偵探柯南讀者精選 青山剛昌漫畫; 葉廷昭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725 Xtreme極限藝能. 新世界篇 陳志隆漫畫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732 瑪莉亞的凝望. vol.31, 瑪格麗特與緞帶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749 心靈偵探八雲. 4, 應當守護的情感 神永學作; 郭寶雯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756 餐廳愛情風暴. 3, 唇上獻吻,舌上嚐愛 高遠琉加作; 林彣馡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770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作; 鱗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5787 魔物獵人短篇漫畫 布施龍太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794 魔物獵人短篇漫畫 布施龍太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800 魔物獵人短篇漫畫 布施龍太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5817 小說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給工藤新一的挑戰書: 法院內殺人事件青山剛昌原著; 平良隆久小說; 龔亭芬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824 神聖魔法師漆黑的漆原小姐 森田季節作:葉廷昭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831 綺蘿莉 小山愛子原作; HARU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848 誰殺了知更鳥 要龍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862 電波教師 東毅原作; 地區B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879 設定少女 川津健二朗原作; 逝人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886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T.P時光特警 藤子.F.不二雄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893 鏡花妖異秘帖 橘みれい原作; 今市子作者; 游若琪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909 在這裡吻我 山田櫻子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923 森羅萬象的統御者: 萬物創造 水月紗鳥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930 戀曲寫真 Enterbrain原作; Nylon作畫; 地區B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947 哆啦A夢時 空探險隊 藤子.F.不二雄原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954 總之應該沒問題 南野真白原作; 鈴蘭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961 Mix 安達充原作; AKIRA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978 真空單戀包 河內遙作; 游若琪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992 初愛 田中豐原作; 逝人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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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6005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傳次郎漫畫; Alata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106012 純愛重金屬 高田康太郎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6043 黑神 林達永原作; 朴晟佑作畫; 陳鈞然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06050 神偷怪盜TREASURED EDITION 青山剛昌原作; 陳俊宏, 王瑜平,魔術方塊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6067 石影妖漫畫譚 河合孝典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6074 帝都祓魔師TOKYO Exorcist 大橋薰原作; Uya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081 月見月理解的偵探殺人 明月千里作; 譚志瑋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6098 我的她是戰爭妖精 嬉野秋彥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6104 瑪莉亞的凝望. vol.32, 畢業前小景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111 小說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給工藤新一的挑戰書: 戀愛方程式殺人事件青山剛昌原著; 平良隆久小說; 龔亭芬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128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6135 眨眼三回遇見你 凪良ゆう作; niwa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142 Campione: 弒神者!. XI, 第二個故事 丈月城作; Juspion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159 Jewel Caenelian artworks: CARNELIAN精選畫集 Caenelian作; 盧信儒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166 萌！惡魔全書 TEAS事務所著; 王啟華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173 古劍奇譚: 琴心劍魄 上海燭龍 某樹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180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6197 龍族教義官方設定畫集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203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3106210 POYOYON[]ROCK插畫創作集 POYOYON[]ROCK作; 黃太平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227 NIGHTMATR MAKER Cuvie原作; Yoshiki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6234 志水雪全集LOVE MODE 志水雪原作; ALATA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241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亞樹作; 捲毛太郎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106258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亞樹作; 捲毛太郎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106265 極黑的布倫希爾特 岡本倫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272 聖者於夜晚降臨 神崎將臣原作; 地區B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6289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地區B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6296 鐵板娘! 筧秀隆作; 捲毛太郎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302 讓我們的愛逐漸增溫 小椋ムク原作; niwa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319 豪嬌美少女凪原空 水無月すう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326 降鬼一族 日の出ハイム原作; 江珮儀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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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6333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原作;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106340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原作; 地區B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06364 JESUS砂塵航路: 灰之復仇 七月鏡一原作; 藤原芳秀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6371 閃電十一人Go 藪野展也作者; Level-5 Inc.原作.監修; 霖之助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388 光之風 渡邊多惠子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106401 紙箱戰機 Level-5原作; 藤異秀明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418 機動戰士鋼彈AGE尋寶之星 矢立肇原作; 吉田正紀漫畫; 霖之助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425 董兒的心靈號角曲 松島直子作; 籃球丸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432 妹控PLUS 勇人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449 小神薙 武梨えり原作; 結城心一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456 家庭嬌師 高尾じんぐ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463 1/2狗王子 中村世子原作; Reigi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6470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106487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新小鬼Q太郎 藤子.F.不二雄原作; 林郁如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500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06517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6562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06548 英雄傳說零之軌跡四人的命運 田沢大典作; 可倫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555 爆跳公主 クリス夕ルな洋介作; 麥茶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593 直笛與書包 東屋めめ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6609 我的朋友很少+ 平坂讀原作; 田口囁一漫畫; 地區B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623 東方儚月抄: cage in lunatic runagate ZUN作; 霖之助翻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06630 萌!天使全書 TEAS事務所[作]; 王啟華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647 PERSONA 4終極深夜競技場官方設定資料集 Enterbrain[作]; 江珮儀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654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1 冰上慧一原案; 山本晉漫畫; 陳冠安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661 瑪莉亞的凝望. vol.33, Holle Goodbye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678 祕密倒數 スナエハ夕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685 新宿Lucky Hole 雲田はるこ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692 藝術搜查班!!! 中島豐作; 古學勤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708 少女兵器索尼亞: 逃亡 弓月光原作; 黃增欽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715 Waltz華爾滋 伊坂幸太郎原作; 大須賀惠漫畫; 林捷瑜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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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6722 坎特雷拉: 禁忌之愛終成劇毒 大石薰夏作; 佐加奈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739 大圖書館的牧羊人overtune 田尾典丈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746 在那個夏天等待 豐川一夏作; 可倫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753 在那個夏天等待 豐川一夏作; 可倫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760 trash黑街殺手 山本賢治原作; D.P漫畫; 小天野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6784 Campione: 弒神者 坂本次郎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791 我與魔女的實驗時間 アラカワシン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807 六花的勇者 山形石雄作; krpt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6814 額.頭.輕.觸 野島けんじ作; Gdrs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6821 不小心著了淫魔的道. Series 1 松雪奈奈作; KEI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838 伯爵與妖精. vol.22, 寄託於旋律的恆久想念 谷瑞惠作; 趙聖媛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845 Smoking gun民間科搜研調查員: 流田緣 橫幕智裕原作; 竹谷州史漫畫; 陳釣然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869 少年啊!要光耀耽美 美樹麻樹原作; RON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6876 百發百中! 林佑樹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6883 我們都是死人 綺羅原作; 古學勤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6890 千歲GET YOU!! 真島悅也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913 武靈士三國志: 赤壁 真壁太陽原作; 壱河柳乃助漫畫; 陳冠安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920 絕不扼殺希望之卵 香魚子原作; 糖糖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944 黑裝少女莉麗 西浦恭司原作; 砂輪忍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951 青騎士: 原子小金剛 手塚治虫作; 姬川明漫畫; 地區B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968 神淵古紀三部曲. 一, 烽煙繪卷 上海燭龍 某樹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975 蒼翼默示錄PHASE 0 駒尾直子作; 加藤勇樹插畫; 謝佩珊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982 魔物獵人EPIC. Vol.1 布施龍太漫畫; 林珉萱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6999 Latin高畠エナガ短篇集 高畠エナガ原作; Yoshiki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002 浦和泉高級中學管樂社 都櫻和原作; 霖之助i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019 少女3原則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033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7040 雙重束縛 英田沙希作; Kei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7057 心靈偵探八雲. 5, 緊緊相繫的思念 神永學作; 郭寶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064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作; 鱗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7071 餐廳愛情風暴. 番外篇: 甘甜命運 高遠琉加作; 林彣馡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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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7088 Campione: 弒神者!. XII, 虛幻聖夜 丈月城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095 輝龍司魔物獵人作品集: 迷你魔物獵人 輝龍司漫畫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101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107118 DETHRONE拳后之戰 田代琢也原作; 砂輪忍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125 要聽爸爸的話: 空色之響 松智洋原作; 江尻立真漫畫; yoshiki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132 家庭嬌師 高尾じんぐ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149 青之驅魔師口袋畫廊(彩稿精選輯) 加藤和惠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187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7194 志水雪全集LOVE MODE 志水雪原作; ALATA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7200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亞樹作; 捲毛太郎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107217 電波教師 東毅原作; 地區B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224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07422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07231 都市榮服CITY SENTRY S 雀形目漫畫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248 鬼靈精事件簿 夏季のたね作; 可倫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255 森羅萬象統御者: 封閉的小房間. 上 水月紗鳥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262 少女與戰車 響遊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293 不眠魔王與克羅諾的世界 明月千里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309 東方繪師錄2.0 上海アリス幻樂団作; 可倫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316 東方文花帖: bohemian archive in janpanese red Zun作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07323 萌!魔女全書 TEAS事務所[作]; 王啟華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330 英雄傳說: 空.零.碧之軌跡: 插畫美術集 SOFTBANK[作]; 林珉萱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347 英雄傳說: 空.零.碧之軌跡: 角色美術集 SOFTBANK[作]; 林珉萱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354 魔物獵人: 插畫設定集 CAPCOM[作]; 林耿生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361 Dragon Warrior鬥龍戰士時空傳 采點創意原案; 山崎龍漫畫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385 星航傳奇 周顯宗漫畫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7392 機甲英雄FIGHT! 鈊象電子原案; 惟丞, 好面漫畫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408 翠星上的加爾岡緹亞 谷村大四郎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415 Bullet armors: 子彈裝甲 森茶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7439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07446 向死神許下最後的願望 山田ミコト原作; 林雅涵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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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07453 閃電11人GO Level-5 Inc.原作.監修; 藪野展也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7460 PEACE MAKER和平捍衛隊 皆川亮二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7477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原作; 依文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7484 名偵探柯南: 第11位前鋒 青山剛昌原作; 李妮瑄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07491 名偵探柯南: 第11位前鋒 青山剛昌原作; 李妮瑄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07507 初愛 田中豐原作; 逝人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514 設定少女 川津健二朗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521 兩隻生活 吉川景都原作; NAO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545 其名為龐巴度 紅林直, 佐藤賢一漫畫; 小天野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552 要聽爸爸的話: 路上觀察研究日誌 松智洋原作; 宮乃寬嗣漫畫; Yoshiki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7590 閃光少女 あさのゆきこ原作; 謝政儒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606 魍魎搖籃 三部敬原作; 熊次郎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7613 爆跳公主 クリス夕ルな洋介作; 麥茶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620 忘卻的霸王羅蘭 吉野匠原作; 葉月翼漫畫; 弁天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675 超次元戰機+mk2美術珍藏集 Soft bank[作]; 陳冠安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682 惡靈古堡. 6: 美術資料集 Capcom[作]; 黃盈琪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699 Ni θ  ART WORKS艷姿戲畫 Hobby Japan[作]; 林珉萱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07705 週刊: 聖誕之吻專家之道 Enterbrain[作]; 可倫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712 便.當. 9, 配菜豐富!香氣濃郁歐式咖哩便當特別版305圓朝浦作; 許國煌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774 菓子之家: un petit nid 凪良ゆう作; niwa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781 境界調停人 木下祥作; 金魚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798 少女3原則!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804 額.頭.輕.觸 野島けんじ作; Gdrs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7958 學校的暗殺社 深見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989 神聖魔法師漆黑的漆原小姐 森田季節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996 究極維恩美人養成道 許維恩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283 櫻花大戰15th Anniversary太正浪漫畫報 Enterbrain[作]; 可倫內文翻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96

送存冊數共計：613

拓方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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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97233 劉明凱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劉明凱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2

9789868997257 李憲雄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李憲雄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257 李憲雄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李憲雄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90610 朱氏頭皮針 朱明清作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2390658 浮生若夢中的西洋哲學家 陳水源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55309 烏克麗麗綺麗的冒險: 西班牙鬥牛舞曲 郭清界, 顧展宇編輯 2013-07-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1837 殺佛: 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袁紅冰, 安樂業著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5372 AMC Listening Series Ryan Campbell, Guy Redmer, Tanya Lin[作] 2013-07-00 1st ed.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965389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965396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中級全真模擬試題. 1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0507 末日之旅. 2, 十二魔 加斯汀.柯羅寧(Justin Cornin)作; 李靜宜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冊數共計：3

奇幻基地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8

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手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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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80514 末日之旅. 2, 十二魔 加斯汀.柯羅寧(Justin Cornin)作; 李靜宜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80521 陣學師: 亞米帝斯學院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 段宗忱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7437 中華國際墨彩藝術學會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畫展專輯. 第八屆2012包容, 劉坤錦, 張芳甄編輯 2012-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45096 韓愈贈序文研究 蒲彥光著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47830 謝靈運山水旅遊詩及其開創性研究 施又文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47885 含英咀華: 遼金元時代北族的漢學 王明蓀著 2012-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549698 劉宋中書省研究 吳明訓著 2012-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0626 漢文佛典後綴的語法化現象 高婉瑜著 2012-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0671 元代的士人與政治 王明蓀著 2012-1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22859 甲骨綴合彙編: 釋文與考釋 蔡哲茂編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047 清末民國小說史論 錢振綱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054 民國經典長篇小說接受研究 陳思廣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061 「民國文學」的概念與文學史觀的反思 張福貴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078 民國文學現象叢論 何錫章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085 民國情色文學研究 付清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092 民國憲政、法制與現代文學 李怡, 謝君蘭, 黃菊編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115 民國憲政、法制與現代文學 李怡, 謝君蘭, 黃菊編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108 民國憲政、法制與現代文學 李怡, 謝君蘭, 黃菊編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3122 「啟蒙」民國的「暴力」叫喊: 「暴力敘事」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審美特徵黎保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139 「啟蒙」民國的「暴力」叫喊: 「暴力敘事」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審美特徵黎保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146 論普羅文學中的政治啟蒙敘事 李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153 三十年代民國喜劇論稿 張健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160 三十年代民國喜劇論稿 張健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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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23177 精神與形式: 詩性書寫的民國資源 張桃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184 民國視域中的魯迅研究 王家平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191 郭沫若生平史料摭拾 蔡震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207 民國苦魂: 周作人的精神肖像 黃開發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214 豐子愷圖文創作中的兒童世界研究 吳雲鳳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221 張恨水與民國文學的雅俗之辨 康鑫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238 民國校園文學高峰: 西南聯大文學社團及其創作初論李光榮, 宣淑君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245 性別、政治與國族視野下女性解放的言說: <>(1929-1944)研究周紅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252 <>中的民族話語(1930-1941) 趙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2866 辨義利以盡人道: 王船山倫理思想研究 王澤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2873 辨義利以盡人道: 王船山倫理思想研究 王澤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2880 胡宏倫理思想研究 王和君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2897 科舉制度的倫理審視 鄧建國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2903 《鹽鐵論》經濟倫理思想研究 李興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2910 蘇軾倫理思想研究 劉禕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2927 「左」傾錯誤時期的<>(1957年-1978年) 楊立新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2934 中國國民黨黨報歷史研究(1927-1949) 蔡銘澤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2941 消費意象與都市空間: 廣州報刊廣告研究(1827-1919)蔣建國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2958 <>與清末立憲 曹晶晶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2965 袁世凱與近代新聞事業 郭傳芹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2972 桂林抗戰新聞史 靖鳴, 徐健, 曹正文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2989 桂林抗戰新聞史 靖鳴, 徐健, 曹正文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2996 大眾傳媒與歷史記憶: 新時期傳媒抗戰記憶研究徐霞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009 解禁元年: 臺灣報業史話 曹立新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016 臺灣媒體對大陸形象的建構(2000-2006) 司崢鳴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023 戰爭電影與國家認同: 俄羅斯二戰題材電影研究侯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030 記錄中國地方廣播電視發展軌跡的權威載體: 廣播電視志理論與實踐初探劉書峰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290 青銅時代江淮、鄂東南和贛鄱地區中原化進程研究趙東升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306 青銅時代江淮、鄂東南和贛鄱地區中原化進程研究趙東升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313 商周鏄研究 馮卓慧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320 西周樂懸制度的音樂考古學研究 王清雷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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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23337 春秋大都耦國政治現象剖析: 以晉國為例 尉博博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344 秦倉制研究 王偉雄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351 漢代長安與洛陽都城宮室規制: 以兩都二京賦為主軸葉大松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368 漢代長安與洛陽都城宮室規制: 以兩都二京賦為主軸葉大松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375 魏晉南北朝九卿研究 劉嘯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382 中國中古時期五胡王朝的建國體系研究 李椿浩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399 北朝時期釀酒、飲酒及對社會的影響研究 王萌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405 <>與佛教 戴麗琴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412 陳翔唐史研究文存 陳翔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429 唐五代時期淮南地區經濟發展之研究 朱祖德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436 五代史研究 曾國富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450 五代史研究 曾國富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443 五代史研究 曾國富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3467 晤恩法師的行實與天臺分宗之研究 吳世英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474 晤恩法師的行實與天臺分宗之研究 吳世英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481 遼金夏元史研究; 遼與五代外交研究 蔣武雄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498 馬可波羅與元初社會 申友良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504 何夢瑤研究 荀鐵軍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511 清末東北新政研究 郭艷波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528 晚清政府以東北問題為中心運作的聯美制日政策研究劉冬梅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535 晚清紳士與政治整合研究: 以知識權力化整合模式為路徑郭劍鳴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542 分合與互動: 清代廣東墟市經濟地理(1644-1911) 湯苑芳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559 分合與互動: 清代廣東墟市經濟地理(1644-1911) 湯苑芳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566 南京政府時期的留學教育 孔繁嶺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573 南京政府時期的留學教育 孔繁嶺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580 民國初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1912-1931) 洪德先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603 司馬遷<>義利觀研究 晉鈺琪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610 王船山史論研究: 以政治為核心的探索 劉毅鳴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627 章學誠的歷史哲學與文本詮釋思想 周建剛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634 余英時的史學思想 路則權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641 歷史時期京津地區城市體系演變研究 陳喜波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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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23658 意象組織論 詹詠翔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672 <>研究 施筱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689 漢代文學的審美研究 劉歡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696 <>自然生成觀所體現中和思想之研究 黃輝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702 <>與亞理斯多德天人哲學思想比較 黃原華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726 蘇軾易學與古文融攝之研究 石學翰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733 <>音律研究 李荀華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740 論<>的屬辭比事; <>辭令研究 林秀富, 李青苗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757 皇侃<>與邢昺<>解經思想比較研究 王家泠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764 中庸哲學研究 楊少涵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771 中庸哲學研究 楊少涵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788 孫詒讓<>學研究 葉純芳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795 孫詒讓<>學研究 葉純芳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801 兩漢遠遊文學研究 唐景鈺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818 西漢後期制度與文學 魏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825 魏晉南北朝文學對音樂的接受 羅世琴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832 佛教地獄觀念與中古敘事文學 范軍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849 乾嘉時期文學爭論的研究 梁結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856 「文備眾體」與唐五代小說的生成 何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863 「文備眾體」與唐五代小說的生成 何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870 明代章回小說文體研究 劉曉軍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887 <>研究 陳秉楠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894 <>語言藝術探賾 王能杰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900 中國古典戲曲的悲劇性研究 楊再紅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917 宋代傀儡戲研究 劉琳琳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924 虛幻與現實之間: 元雜劇「神佛道化戲」論稿 毛小雨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931 丁耀亢劇作之傳承與創新 賴慧娟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948 明清女劇作家研究 鄧丹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3955 清代桐城派古文之研究 陳桂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962 清代桐城派古文之研究 陳桂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3979 甲骨文與神話傳說 胡振宇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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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23986 林文寶古典文學研究文存 林文寶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3993 林文寶古典文學研究文存 林文寶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006 聖婚與聖宴: 的民俗神話底蘊研究 魯瑞菁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013 「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學多元嬗變的學術史考察宋立林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020 「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學多元嬗變的學術史考察宋立林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037 荀子禮樂思想研究: 從禮宜樂和看荀子哲學的道德之維宋寧寧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044 「禮義之統」: 荀子政治哲學研究 胡可濤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051 <>「利」觀念之研究 王真諦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068 先秦兩漢陰陽兵略 王智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075 《淮南鴻烈》思想研究 陳麗桂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082 關洛學派思想關係研究: 以張載、二程為主 張金蘭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099 張載哲學新探 謝榮華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105 陸門禪影下的慈湖心學: 一種以人物為軸心的儒家心學發展史研究孫齊魯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112 朱子對北宋四子的理解與詮釋 游騰達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129 朱子倫理體系之考察 鄭素伊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136 陳白沙自得之學研究 許惠敏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143 聶雙江歸寂思想研究 陳儀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150 王學宗子: 鄒東廓思想研究 許晸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167 方以智三教會通思想研究; 顧炎武與清初經世學風周鋒利, 黃秀政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174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 孫廣海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181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 孫廣海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198 焦循「一貫」哲學之建構與證立 王慧茹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204 形構之理與存在之理: 戴震、朱子、孟子所言之理及道德形態之比較研究周國良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211 理想秩序的探求: 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研究 李書巧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228 漢譯<>之「厭離」研究 張雲凱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235 法藏圓融之「理」研究 孫業成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242 <>如來藏思想之研究 廖雅慧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259 <>訂補 戎輝兵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273 皇甫謐<>注釋全譯 雷恩海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280 仇兆鰲年譜點校、注釋及整理研究 吳淑玲, 韓成武, 饒國慶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297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研究 柯亞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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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24303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研究 柯亞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310 <>考校研究: 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為中心 謝秉洪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327 <>研究 方麗娜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334 <>研究 方麗娜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341 <>研究 吳晶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358 元代國外題材筆記研究 黃雲生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365 尤侗年譜長編 徐坤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372 <>史料在<>、<>中的流傳: 1626年前滿蒙關係史料比較研究敖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389 <><>文獻研究 姚娟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396 明代宋詩總集研究 張波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402 陳確<>之研究 孫廣海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419 <>研究 蔡榮昌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426 趙翼研究資料彙編 趙興勤, 蔣宸, 趙韡編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433 趙翼研究資料彙編 趙興勤, 蔣宸, 趙韡編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440 唐詩宮怨題材的多元透視 吳雪伶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457 李煜詞接受史 黃思萍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464 李煜詞接受史 黃思萍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471 宋室南渡前後詩詞衍變研究 李淑芳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488 趙蕃研究 施常州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495 趙蕃研究 施常州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501 劉克莊詠物詩研究 張健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518 劉克莊寫景詩研究 張健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525 張翥研究 韓璐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532 張翥研究 韓璐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549 陳子龍研究 張亭立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556 陳子龍研究 張亭立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563 清代科舉與詩歌 張麗麗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570 清代科舉與詩歌 張麗麗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587 清代詠物詩研究 劉利俠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594 清代詠物詩研究 劉利俠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600 中國古代詩歌編輯專題研究 范軍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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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24617 戰國秦漢簡牘叢考 福田哲之著; 白雨田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624 明清域外喪禮漢籍經眼錄. 續編 彭衛民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631 臺日地方史志纂修的比較研究: 以新修之<>與<>為例郭佳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648 清代臺灣知府之研究 黃昭仁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655 清代鳳山縣新舊城的比較研究 鄭晴芬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662 山海之道: 花東聯絡公路之發展(1874-1982) 吳東展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679 日治時期臺灣北部民間利率研究: 以<>為主的解讀與分析; 日治時期臺灣北部地方米價的新探索: <>的解讀與分析蔡惠雯, 何佳韻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686 清代臺灣後山的開發 張永楨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709 臺灣藍姓畬民研究初探; 日治時期臺中州社會教化運動之研究(1920-1945)曹曦, 郭佳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693 日據時期臺灣人對日本文化之迎拒: 殖民性、現代化與文化認同蔡素貞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716 日治時期啟蒙思想的五個面向: 臺灣殖民地現代性的建立與張深切思想的指標性意義簡素琤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723 臺灣民間祭祖習俗之研究: 以北部地區陳林二姓為例葉玟芳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730 戰後臺灣登山活動之研究 羅時成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747 臺灣端午節慶典儀式與信仰習俗研究; 臺灣端午節起源與節日習俗研究溫宗翰, 趙函潔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754 被遺忘的大清「忠魂」: 清代苗栗堡客家義民信仰研究張正田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761 被遺忘的大清「忠魂」: 清代苗栗堡客家義民信仰研究張正田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778 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地位崛起之考察 李佳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785 異調的弦歌: 臺灣日治時期與國民黨時期學校校歌之比較研究張倍純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792 日治時期臺灣建築彩繪瓷版研究: 以淡水河流域為例康格溫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808 改宗與轉譯: 南臺灣地磨兒(timur)部落的教堂圖像研究; 流變的地方性: 埔里愛蘭臺地文化認同與社群研究蕭鄉唯, 唐淑惠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822 海外幾社三子研究 郭秋顯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839 海外幾社三子研究 郭秋顯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846 被選擇的臺灣: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形象建構劉方瑀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860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南方想像」: 以龍瑛宗為中心吳昱慧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877 《三六九小報.新聲律啟蒙》人文現象之研究 陳思宇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884 《三六九小報.新聲律啟蒙》人文現象之研究 陳思宇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891 想像大眾讀者: <>、<>中的白話小說與大眾文化建構蔡佩均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907 「同文」的想像與實踐: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蔡佩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914 戰後高雄地區傳統詩研究 黃福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921 戰後高雄地區傳統詩研究 黃福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4938 自由主義傳統與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 侯作珍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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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24945 臺灣女性書寫與電影敘事之互文研究 黃儀冠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952 戰後臺灣現代詩論戰史研究 陳政彥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969 國府遷臺前後(1948-1951)<>內容之研究 薛政宏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976 臺灣福佬系故事中的性別政治: 以婚姻與家庭的相關探討為主葉翠雰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4983 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 陳麗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4990 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 陳麗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003 臺灣信仰習俗中的語言文化研究 張瑞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010 臺灣信仰習俗中的語言文化研究 張瑞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027 臺灣客語勸世文之研究: 以為例 楊寶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034 臺灣客語勸世文之研究: 以為例 楊寶蓮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041 臺灣閩南語地名之語言研究: 兼論其文化意涵與演變蔡淑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072 <>考 陶生魁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3225089 <>考 陶生魁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225096 <>考 陶生魁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3225102 <>考 陶生魁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3225119 說文重文字形研究 陳立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3225126 說文重文字形研究 陳立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225133 說文重文字形研究 陳立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3225140 說文重文字形研究 陳立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3225157 小屯南地甲骨句型與斷代研究 姚志豪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164 小屯南地甲骨句型與斷代研究 姚志豪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171 殷墟花東H3甲骨刻辭所見人物研究 古育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195 殷墟花東H3甲骨刻辭所見人物研究 古育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188 殷墟花東H3甲骨刻辭所見人物研究 古育安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5201 東周貨幣文字構形研究 陳立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218 甲、金、籀、篆四體文字的變化研究 陳紹慈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225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李春陽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249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李春陽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232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李春陽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5256 <>研究 吳蘊慧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263 何萱<>音韻研究 韓禕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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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25270 何萱<>音韻研究 韓禕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225287 何萱<>音韻研究 韓禕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3225294 何萱<>音韻研究 韓禕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3225300 何萱<>音韻研究 韓禕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3225317 戴震<>研究 徐玲英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43924 桃李集: 何廣棪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呂金龍主編 2010-12-00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8417 聽語新潮. 8-9 王克經等編輯 2010-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6814 龍和經: 無上聖皇 聖言開示 無上聖皇著; 佛國法王廳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集 1

9789868776814 龍和經: 無上聖皇 聖言開示 無上聖皇著; 佛國法王廳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1619 無事生非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艾瑪.衛斯萊繪圖; 理查.阿皮格亞納西改寫; 謝雯伃翻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1626 仲夏夜之夢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理查.阿皮格亞納西改寫; 凱特.布朗繪圖; 謝雯伃翻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072166 天才棒球少女 山崎毅宜作; 張益豐譯 2013-06-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0970 逆擊!轟天突擊隊 松沢夏樹作; aitsae譯 2013-09-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0987 逆擊!轟天突擊隊 松沢夏樹作; aitsae譯 2013-09-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81878 The next sheet of maps機械女神傳說 長谷川裕一作; 方郁仁譯 2013-05-00 平裝 第13冊 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立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王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93

送存冊數共計：243

亞太聽語科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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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083490 蘿莉姊妹花 Yukiwo作; 張益豐譯 2013-05-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6750 戰極姬 SystemSoft Alpha原作; 神吉作畫; 廖晟翔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6873 墓守戰記 スクイタクミ作; 鄭啟旭譯 2013-07-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87344 魔戀咒語 綾瀬アナ作; 陳姿君譯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7566 同居要不要?: 花鳥風月4兄弟 田中子規作; 王薇婷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7566 同居要不要?: 花鳥風月4兄弟 田中子規作; 王薇婷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9126 STEINS GATE命運石之門: 亡環的逆謀 5pb.Xニトロプラス原作;水 田ケンジ作; 江荷偲譯 2013-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0122 逆轉裁判 黑田研二腳本; 前川一夫漫畫; 吳傳賢譯 2011-08-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90139 逆轉裁判 黑田研二腳本; 前川一夫漫畫; 吳傳賢譯 2012-09-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1037 The next sheet of maps機械女神傳說 長谷川裕一作; 方郁仁譯 2013-06-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90634 墓守戰記 フクイタクミ原作; 鄭啟旭譯 2013-09-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90801 魔幻石之戰 艾蜜莉. 羅達原作; 庭野真琴人漫畫; 江昱霖譯 2013-05-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91006 貧窮公主又怎樣? 鬼塚たくと作; 吳勵誠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1044 偷窺孔 本名和幸作; 張益豐譯 2012-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91198 BIOMEGA生化禁區 弐瓶勉作; 張益豐譯 2013-10-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1242 河豚先生 徳弘正也作; 張益豐譯 2013-1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91334 笑傲曇天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1372 混血惡魔的魅力 津々巳あや作; 張益豐譯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1396 屋上姬 Tobi作; 李慧婷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2027 學園雙峰 けものの作; 鄭啟旭譯 2013-06-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92034 神曲奏界Polyphonica: 闇黑 大迫純一, 米村孝一郎作; 尤靜慧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2041 神曲奏界Polyphoneca: 緋紅 榊一郎, ocelot, 緋呂河智作; 尤靜慧譯 2013-06-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92331 精靈使的劍舞. 1, 劍、學院與火貓少女 志瑞祐作; 羅衣譯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1092508 KLAN: 復仇之虎 田中芳樹原作; アカキショウコ漫畫; 游若琪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2553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宮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2-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2560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宮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3-0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92584 育兒型男 森脇葵作; 李慧婷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2812 漫畫甲子園 長谷川裕一原作; 德富数志漫畫; 李慧婷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3758 中華街的貓模樣 結城のぞみ作; 李慧婷譯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4359 神樣拼圖 機本伸司原作; 賴思宇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4700 ARAGO魔都犯罪搜查官 新井隆広作; 方郁仁譯 2013-05-00 平裝 第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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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094779 偷窺孔 本名和幸作; 張益豐譯 2013-09-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94762 偷窺孔 本名和幸作; 張益豐譯 2013-08-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95509 高球王 佐々木健作; 李見裕譯 2012-06-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1094793 陣取合戰 押上美猫作; 蕭嘉慧譯 2013-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5035 最強轉校生 市川マサ作; 張益豐譯 2013-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5134 心跳特區: 秘.蜜 宮崎摩耶作; 張益豐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5318 戰國八咫鳥 小林裕和作; 賴瑞琴譯 2013-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95677 女僕的秘密 春夏秋冬鈴作; 李芝慧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5776 我家的街貓 石黑正数作; 林佳祥譯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6339 心之國的愛麗絲: 帽子屋與深夜的茶會 佐倉リコ作; 光依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6964 萌系少女漫畫家 風華チルヲ作; 江昱霖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7053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2-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97053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2-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97220 華麗的餐桌 船津一輝, 森枝卓士作; 韻韻譯 2013-05-00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1097268 戰國八咫烏 小林裕和作; 賴瑞琴譯 2012-04-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97299 獸醫杜立德 築山清作; 鄭禎姝譯 2013-06-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97480 關鍵快速球 寒川一之作; 季上元譯 2012-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97497 關鍵快速球 寒川一之作; 季上元譯 2013-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7572 漫畫家與助手 ヒロユキ作; 方郁仁譯 2013-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97770 天才野球少年. II 岩澤正泰作; 許任駒譯 2013-10-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97824 淺蔥狼 平松実作; 陳書萍譯 2013-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7848 追夢戀曲 吉村明美作; 管凌譯 2012-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7855 怪体真書0 険持智代原作; 翁蛉玲譯 2013-05-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97893 天才惡少年 藤木俊作; 陳宙遠譯 2012-04-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99668 天才惡少年 藤木俊作; 陳宙遠譯 2013-05-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98104 反恐代碼: Trigger 環望原作; かのえゆうし漫畫; 林佳祥譯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8128 英雄傳說: 空之軌跡 啄木鳥しんき原作; 日本ファルコム漫畫; 江昱霖譯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8135 英雄傳說: 空之軌跡 啄木鳥しんき原作; 日本ファルコム漫畫; 江昱霖譯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8166 魔法使的貓 喜久田ゆい作; 李芝慧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8562 鋼鐵貴公子 西森博之作; 張芳馨譯 2013-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8616 蒼藍世界的中心(完全版) アナス夕シア, シェス夕コワ原作; クリムゾン作畫; 江昱霖譯2013-06-00 平裝 第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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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098746 冒險奇航II: 倫敦的幻視者們 山田睦月作; 江荷偲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8777 常住戰陣!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2013-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8784 常住戰陣!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2013-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8791 常住戰陣!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2013-05-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98807 常住戰陣!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2013-06-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8883 異能者迦南 チュンソフト漫畫; 細雪純原作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9101 抓鬼天狗幫 木下さくら作; 陳書萍譯 2013-04-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99170 前略。雞兔同籠 清水アイ作; 賴芯葳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9200 笑傲曇天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9576 SKET DANCE學園救援團 篠原健太作; 柯明鈺譯 2013-03-00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1099583 SKET DANCE學園救援團 篠原健太作; 柯明鈺譯 2013-06-00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1099736 我與豆子的同居生活 おきのこ作; 黃依齡譯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1099767 BOX熱血鬥陣 百田尚樹原作; 大羽隆廣漫畫; 吳傳賢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9774 BOX熱血鬥陣 百田尚樹原作; 大羽隆廣漫畫; 吳傳賢譯 2013-06-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99972 戰國少年 金田達也作; 張益豐譯 2012-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0051 食夢者瑪莉 牛木義隆作; 鄭啟旭譯 2012-05-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70174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張益豐譯 2013-06-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0181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張益豐譯 2013-07-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0198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張益豐譯 2012-10-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0228 勇者遊戲. 7 小野寺浩二作; 張益豐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0655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Y原作; 宮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3-03-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70761 頂尖明醫 入江謙三取材; 橋口隆志原作; 翁蛉玲譯 2013-07-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70860 魔法少女普莉堤☆貝兒 Kakeru作; 江昱霖譯 2012-09-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1478 Planetary惑星學園 さくら真呂作; 管凌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1843 戀愛專科 ミズ夕マ作; 蔡妃甯譯 2013-1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4585 GE: 戀愛成就 流石景作; 方郁仁譯 2013-04-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71942 Baby steps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2013-03-00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71959 我間亂 中丸洋介作; 江荷偲譯 2013-04-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74578 我間亂 中丸洋介作; 江荷偲譯 2013-06-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72031 天才寫真少年 千明太郎作; 朝日譯 2013-04-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72161 天狗的女兒 岩本奈緒作; 趙秋鳳譯 2013-04-00 平裝 第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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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72185 虛實少年.空 飯沼勇気作; 黃依齡譯 2013-04-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74851 虛實少年.空 飯沼勇気作; 黃依齡譯 2013-10-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72192 波霸釣手 佐藤正基作; 方郁仁譯 2013-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2208 Go Go Go西遊記: 新悟空傳 小西紀行作; 猴譯 2013-07-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72291 蘿莉姊妹花 Yukiwo作; 張益豐譯 2013-07-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2406 廢墟同盟 ゆうきあずさ原作; 渡辺ゆうな作; 賴思宇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2475 悖德之城: 偽翼的交響曲 桑原水菜, 石据力チル作; 江荷偲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2987 逃離伊甸園 山田惠庸作; 光依譯 2013-03-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73014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陳宙遠譯 2013-04-00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173069 超人學園 石沢庸介作; 李芝慧譯 2013-03-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73144 水手服與重戰車 野上武志作; 鄭啟旭譯 2013-03-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73151 橫綱武神 佐藤貴広作; 吳傳賢譯 2013-07-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74783 橫綱武神 佐藤貴広作; 吳傳賢譯 2013-10-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73175 海賊姬: 蘿絲船長的冒險 山下友美作; 賴芯葳譯 2013-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3229 LOST MAN契約足球員 草場道輝作; 李見裕譯 2013-07-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73236 S終極警官 小森陽一原作; 藤堂裕作畫; 杜信彰譯 2013-07-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3243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2013-07-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73434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蔡妃甯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5100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蔡妃甯譯 2013-07-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3540 惡之華 押見修造作; 猴譯 2013-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3601 超速球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2013-04-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73779 魔法使的貓 喜久田ゆい作; 李芝慧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3878 修羅之門 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鄭啟旭譯 2013-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3885 鎖衣神官 吟鳥子作; 賴思宇譯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3173946 花子@廁所裡 施川ユウキ原作; 秋☆枝作畫; 蔡妃甯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3977 我們都還活著 Tiv作; 黎蕙慈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4035 幸福打工日記 水谷ゆたか作: 門音譯 2012-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4325 永不回頭的你 安田剛士作; kinnsan譯 2013-06-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4356 極速爆走 山田一喜作; 江昱霖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4431 我的房客不是人 樋口彰彥作; 李芝慧譯 2013-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4547 神通小偵探 加藤元浩作; 畢莉譯 2013-06-00 平裝 第4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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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74561 風雲小隊長 COZY 城.倉作; 蘇郁強譯 2013-06-00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74622 ReMember記憶謎底 王欣太作; 張益豐譯 2013-05-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4646 大小姐今日開業 笠井スイ作; 王薇婷譯 2013-09-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4738 總是一家人 稚野鳥子作; 陳姿君譯 2013-05-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4868 高球王 佐々木健作; 方郁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74974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3-04-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75087 帝一之國 古屋兎丸作; 江昱霖譯 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5094 華麗的餐桌 船津一輝, 森枝卓士作; 陳雪美譯 2013-09-00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175292 破壞獸 本田真吾作; 許任駒譯 2013-09-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5322 輕小說 成島由利作; 門音譯 2013-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5339 輕小說 成島由利作; 門音譯 2013-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5483 喜不喜歡咧? かがみふみを作; 蔡妃甯譯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5834 美少女的日常 Yukiwo作; 謝子庭譯 2013-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5803 椿鬼 押切蓮介作; 賴思宇譯 2013-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5865 Again!再一次 久保美津郎作; 林佳祥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5872 Again!再一次 久保美津郎作; 林佳祥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5964 昭和元祿落語心中 雲田晴子作; 賴思宇譯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6015 踢拳辣美眉 稻井雄人作; 施慶忠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6114 星屑與妮娜 福島聡作; 黃依齡譯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6343 如果折斷她的旗. 1, 這次轉學結束後,我就要回老家和那女孩結婚了竹井10日作; 林均鎂譯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3176497 山岳達人 愛英史原作; 松本剛漫畫; 吳傳賢譯 2012-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6558 漫畫現場 此ノ木世知留作; 許任駒譯 2013-07-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6572 超學園傳卡托 伊原茂勝作; 季上元譯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6664 編輯女王 高內優向作; 涂祐庭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6695 放課後的鋼琴社 十野七作; 許任駒譯 2013-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6701 OL向前衝 水井麻紀子作; 林琬清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6725 極樂女子宿舍 宮崎摩耶作; 吳勵誠譯 2013-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6732 極樂女子宿舍 宮崎摩耶作; 吳勵誠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6831 戰國少年 金田達也作; 張益豐譯 2013-06-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7005 憂國的拉斯普金 佐藤優原作; 伊藤潤二作畫; 林佳祥譯 2013-09-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7012 匠三代 倉科遼原作; 佐藤智一作畫; 鄭啟旭譯 2013-10-00 平裝 第7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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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77029 學生會宅一起 丸美甘作; 江昱霖譯 2013-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7265 flat友情平均值 青桐ナツ作; 猴譯 2013-06-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7326 魔法足球 佐久間力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77401 超S同盟 佐野タカシ作; 郝致均譯 2013-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7432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原作; 長谷川光司漫畫; 李文軒譯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7470 東方茨歌仙. II Zun原作; あずまあや漫畫;吳勵誠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7494 Blade Breaker妖刀封印者 鈴木恭太郎作; 蔡夢芳譯 2013-05-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7517 妙探急轉彎 西岸良平作; 陳姿君譯 2012-10-00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77586 鄰座同學是怪咖 森繁拓真作; 許任駒譯 2013-09-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7661 請勿轉臺! 佐々木倫子作; 尤靜慧譯 2013-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7869 特例措置團體斯特拉女學院中等部C3社 月眠漫畫; 方郁仁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7876 特例措置團體斯特拉女學院中等部C3社 月眠漫畫; 方郁仁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8040 擊鐵的黑腕 柴田有日花作; 李文軒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8088 天神聖衣 塩野干支郎次作; 江昱霖譯 2013-07-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9252 天神聖衣 塩野干支郎次作; 江昱霖譯 2013-09-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8217 大使館的工作守則 西山優里子作; 光依譯 2012-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8422 獨裁格林魔導書 狩野アユミ作; 吳勵誠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8460 BRAVE 10S: 真田十勇士S 霜月灰吏作; 方郁仁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8507 神秘搖滾 淺田有皆作; 猴譯 2013-05-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78514 docca異世界 渡辺祥智作; 賴芯威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8552 我家肥貓會說話 セレビィ量産型作; 吳傳賢譯 2013-09-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8569 加油!菜鳥老師 尾高純一作; 簡廷而譯 2013-05-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8606 全能格鬥士 遠藤浩輝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78613 投捕兄弟檔 兔中信志作; 張益豐譯 2013-05-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78637 浪漫三重奏 泡箱作; 吳勵誠譯 2013-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8644 逃離伊甸園 山田惠庸作; 光依譯 2013-04-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78675 謎樣女友X 植芝理一作; 黃依齡譯 2013-06-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78682 靈媒老師在身邊 松本ひで吉作; 李芝慧譯 2013-05-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78705 妖力女神 六道神士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8712 最強不良傳說 Boichi作; 吳勵誠譯 2013-06-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78743 遛鳥小童 大石浩二作; 蔡夢芳譯 2013-09-00 平裝 第1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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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78880 銃夢LAST ORDER(新裝版)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2013-05-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8903 銃夢LAST ORDER(新裝版)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78989 天才雕刻師 小野洋一郎作; 吳勵誠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8989 天才雕刻師 小野洋一郎作; 吳勵誠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8996 機車X夢想 吉良考史作; 吳傳賢譯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9016 機車X夢想 吉良考史作; 吳傳賢譯 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9023 機車X夢想 吉良考史作; 吳傳賢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9122 二瘤駱駝 雨中恭原作; 明石英之漫畫; 吳傳賢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9184 武道 笠原巴作; 吳傳賢譯 2013-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9191 武道 笠原巴作; 吳傳賢譯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9337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3-06-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79382 再生魔人 和月伸宏作; 尤靜慧譯 2013-09-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9436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杜信彰譯 2013-04-00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179665 BE BLUES ! 國手少年夢 田中基之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9733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9740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9832 生存遊戲社 松本英吉作; 方郁仁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9856 赤裸裸的戀愛體驗談 西尾純, 木之內美帆作; 黎蕙慈譯 2013-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9993 ICON神秘圖騰 田中一行作; 吳勵誠譯 2013-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0006 ICON神秘圖騰 田中一行作; 吳勵誠譯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0020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0037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0044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0112 少年啊!要胸懷大志! 花見沢Q太郎作; 方郁仁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0129 少年啊!要胸懷大志! 花見沢Q太郎作; 方郁仁譯 2013-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0235 二世之契 Idea Factory原作; 櫻井しゅしゅしゅ漫畫; 吳勵誠譯2013-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0303 變研會 Tagro作; 方郁仁譯 2013-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0327 變研會 Tagro作; 方郁仁譯 2013-09-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0723 在地球毀滅之前 合歡陽子作; 翁蛉玲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0747 隱藏的另一面 峰浪了作; 吳傳賢譯 2012-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0938 魔彈之王與戰姬(漫畫版) 川口士原作; 柳井伸彥作; 謝怡苓譯 2013-09-00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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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40952 屍體派對. 新章: another child 祁答院慎原作; 緒方俊輔漫畫; 王薇婷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0990 修羅之門異傳 川原正敏作; 飛永宏之漫畫; 鄭啟旭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1003 修羅之門異傳 川原正敏作; 飛永宏之漫畫; 鄭啟旭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1010 修羅之門異傳 川原正敏作; 飛永宏之漫畫; 鄭啟旭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1058 R中學生 後藤雪子作; 王薇婷譯 2012-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1065 昭和元祿落語心中 雲田晴子作; 賴思宇譯 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1072 未來都市NO.6(漫畫版) 淺野敦子原作; 木乃ひのき漫畫; 陳書萍譯 2013-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1096 修羅之門 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鄭啟旭譯 2013-05-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1119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41126 超速球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41232 惡魔奶爸 田村隆平作; 蔡夢芳譯 2012-11-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41430 裸足的流星 小西幹久作; 季上元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1447 MOTHER KEEPER伊甸捍衛者 空迺カイリ作; 張益豐譯 2013-10-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1478 萬能管家 楯山ヒロコ作; 賴瑞琴譯 2013-1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1485 鄰座的柏木同學 霜月絹鯊作; 尤靜慧譯 2013-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1515 BUSTER KEEL!魔獸冒險 坂本憲司郎作; 方郁仁譯 2013-06-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41591 GE: 戀愛成就 流石景作; 方郁仁譯 2013-06-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41607 非戰特攻隊 岩永亮太郎作; 張益豐譯 2013-09-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41638 魔法神槍手 園田健一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1652 野球武士 竹山祐右作; 廖晟翔譯 2013-07-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1706 乙女帝國 岸虎次郎作; kinnsan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1713 記人 桑原祐子作; 猴譯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3241768 超元氣3姊妹 桜井紀雄作; 鳥山亂譯 2013-07-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41829 築地魚河岸三代目 鍋島雅治, はしもとみつお作; 吳侍賢譯 0000-00-00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41836 新東遊記 鄭惠那作; 林建豪譯 2013-10-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41904 首爾俠客傳 申泳雨作; 林建豪譯 2013-10-00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41973 熱血江湖 全克瑨, 梁載賢作; 黃昱霖譯 2013-10-00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242024 姊姊是H漫畫家 井上和郎作; 方郁仁譯 2013-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2031 姊姊是H漫畫家 井上和郎作; 方郁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2062 如果折斷她的旗. 2, 我哪能參加這種都是女生參加的運動會 那就報名兩人三腳吧!竹井10日作; 林均鎂譯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242147 夏天、神明、少女們 堀北蒼原作; 谷澤史紀漫畫; 吳傳賢譯 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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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42307 都說是第一次了嘛! 咲香里作; 吳傳賢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2314 Steins;Gate命運石之門: 比翼戀理之sweet honey 5pb.Xニトロプラス原作; 筒井大志漫畫; 江荷偲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242321 村田雄介漫畫教室R 村田雄介作; 江昱霖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242338 正義之祿號 龍幸伸作; 季上元譯 2013-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2345 正義之祿號 龍幸伸作; 季上元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2666 三國志 北方謙三原作; 河承男作畫; 吳勵誠譯 2013-09-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2796 南鎌倉高校女子自行車社 松本規之作; 許任駒譯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2802 南鎌倉高校女子自行車社 松本規之作; 許任駒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2826 女王之刃. II: 叛亂:ZERO Hobby Japan原作; さがら梨々漫畫;吳勵誠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3113 幽麗塔 乃木坂太郎作; 江昱霖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3120 熱血車研社 太田垣康男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2013-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3205 Steins Gate命運石之門: 比翼戀理之FUTURE*HONEY5pb.Xニトロプラス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江荷偲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243229 Summer Q天野學姊難忘的夏天 千尋作; 涂祐庭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243274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張益豐譯 2013-09-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43304 雪與翼 高橋真作; 張益豐譯 2013-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3328 破壞獸 本田真吾作; 許任駒譯 2013-10-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43410 俠義少年王. II, 源平合戰 沢田博文作; 陳書萍譯 2013-04-00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43434 極速方程式 曾田正人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43571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3-07-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43588 新假面騎士SPIRITS 石ノ森章太郎, 村枝賢一作; 吳勵誠譯 2013-09-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3595 勇午. 臺灣篇 真刈信二, 赤名修作; 張益豐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3748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2013-06-00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243830 少年同盟 堀田きいち作; 蕭嘉慧譯 2013-04-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43984 此花亭奇譚 天乃咲哉作;陳書萍譯 2013-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4011 秋本治SF短篇集 秋本治作; 方郁仁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244165 偵探犬夏多克 安童夕馬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尤靜慧譯 2013-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4172 偵探犬夏多克 安童夕馬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尤靜慧譯 2013-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4189 偵探犬夏多克 安童夕馬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尤靜慧譯 2013-06-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4226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方郁仁譯 2013-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4233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方郁仁譯 2013-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4271 Crimsons紅色的航海者 菅野孝典作; 方郁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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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44325 封神演義(完全版) 藤崎竜作; 合力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4691 結界女王 林達永, 金光鉉作; 張益豐譯 2013-10-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44745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2013-10-00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44776 逃離伊甸園 山田惠庸作; 光依譯 2013-07-00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44813 熱舞青春 山下朋子作; 風間鈴譯 2013-09-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4905 足球小將翼海外激鬥編: EN LA LIGA 高橋陽一作; 方郁仁譯 2013-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45209 為什麼東堂院聖也16歲還交不到女朋友? 內乃秋也, 茂木完田作; 蔡妃甯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5346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2013-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5353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5360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5384 偽戀 古味直志作; 蔡夢芳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5391 偽戀 古味直志作; 蔡夢芳譯 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5421 睡衣女友 濱田浩輔作; 吳勵誠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5568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張益豐譯 2013-05-00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245599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香港九龍財寶殺人事件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書萍譯 2013-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5612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鄭啟旭譯 2013-10-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45636 戰國少年西方見聞錄 金田達也作; 張益豐譯 2013-09-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5650 最強學生會長 西尾維新原作; 曉月明漫畫; 許任駒譯 2013-03-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45667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天野明作; 周福泉譯 2013-02-00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45698 美食獵人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2013-02-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45780 頂尖明醫 入江謙三取材; 橋口隆志原作; 翁蛉玲譯 2013-10-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45841 屍體派對Blood Covered 祁答院慎原作; 篠宮トシミ作畫; 王薇婷譯 2013-04-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45858 男子高校生的日常 山內泰延作; 蔡妃甯譯 2013-10-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5865 漫畫家與助手 ヒロユキ作; 方郁仁譯 2013-05-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45889 吟遊戲曲Black Bard 漣一弥作; 張益豐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5896 BRAVE10S: 真田十勇士S 霜月灰吏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5919 吸血鬼僕人 田中ストライク作; 李文軒譯 2013-09-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5971 最遊記RELOAD BLAST 峰倉かずや作; 江荷偲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6060 魔法足球 佐久間力作; 方郁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46077 我的房客不是人 樋口彰彥作; 李芝慧譯 2013-1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6084 蹴球風光 若宮弘明作; 蔡夢芳譯 2013-09-00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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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46091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游若琪譯 2013-1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6169 虎斑貓小梅 ほしのなつみ作; 賴瑞琴譯 2013-09-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46176 最強不良傳說 Boichi作; 吳勵誠譯 2013-11-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46404 東方眾神來我家 吉川転作; 陳姿君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6473 山賊日記:真實的獵師奮鬥記 岡本健太郎作; 謝子庭譯 2013-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6534 夕陽下的彩虹筆 あさのゆきこ作; 陳姿君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6541 夕陽下的彩虹筆 あさのゆきこ作; 陳姿君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6565 戀愛偵探 ネツマイカ作; 尤靜慧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246596 Dolci ほしの総明作; 尤靜慧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6640 幻獸坐 三雲岳斗原作;士貴智志漫畫; 江昱霖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6664 幻獸坐 三雲岳斗原作;士貴智志漫畫; 江昱霖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6695 追逐繁星的孩子 新海誠原作; 三谷知子漫畫; 李文軒譯 2013-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6787 無賴勇者的鬼畜美學 上栖綴人原作; 中曽根ハイジ漫畫; 張益豐譯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6794 無賴勇者的鬼畜美學 上栖綴人原作; 中曽根ハイジ漫畫; 張益豐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6800 我的妹妹會讀漢字 かじいたかし原作; 日辻ハコ漫畫; 吳勵誠譯 2013-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6817 我的妹妹會讀漢字 かじいたかし原作; 日辻ハコ漫畫; 吳勵誠譯 2013-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6824 Count 07第七代的咀咒 ヒノモト円時作; 黃依齡譯 2013-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7067 空中懷古城市 石据花散作; 江荷偲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7128 三思而後言 雅夜美竜原作; 宝井理人作; 光依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247128 三思而後言 雅夜美竜原作; 宝井理人作; 光依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247258 王牌的系譜 岩崎夏海原作; 栗田亞久里漫畫; 磊正傑譯 2013-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7265 王牌的系譜 岩崎夏海原作; 栗田亞久里漫畫; 磊正傑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7333 海賊伯 ゆづか正成作; 方郁仁譯 2013-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7555 奇妙的邂逅 Suezen作; 郭名珊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247753 貓娘道草日記 いけ作; 陳姿君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7968 獵人 富熞義博作; 蔡夢芳譯 2013-03-00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48002 犬忍參上! 朴ノ木空作;蔡妃甯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8019 犬忍參上! 朴ノ木空作;蔡妃甯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8040 妖獸王國Zoo Mochi作; 吳勵誠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8088 滿開!Sister 東屋めめ作; 季上元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8095 滿開!Sister 東屋めめ作; 季上元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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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48156 害蟲娘 小谷真倫作; 涂祐庭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248187 天審 外薗昌也原作; 久世蘭漫畫; 方郁仁譯 2013-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8200 天審 外薗昌也原作; 久世蘭漫畫; 方郁仁譯 2013-09-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8217 怪異實聞錄: 怨靈 中山市朗原作; 千之刃作畫; 蔡妃甯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248224 歡迎光臨喵咖啡屋 中村煌作; 黃依齡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248231 技之旅人 松江名俊作; 江昱霖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248248 PLUG: 兵器少女超偶任務 小嶋武史作; 吳勵誠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8354 修羅之門 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鄭啟旭譯 2013-07-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48507 寶石幻夜 ネズミチサト作; 陳雪美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8514 寶石幻夜 ネズミチサト作; 陳雪美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8705 新重機人間JUMBOR重機人間 武井宏之作; 吳勵誠譯 2013-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8767 鏡之國的針栖川 叶恭弘作; 陳姿君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8781 Edition G丸大作戰 河下水希作; 許任駒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290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2013-10-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8804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2013-09-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2252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2013-10-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48873 幽麗塔 乃木坂太郎作; 江昱霖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8880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許任駒譯 2013-05-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49023 幽靈神醫 大沢祐輔作; 吳勵誠譯 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9078 小小初音未來 みなみ作; 吳勵誠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9085 小小初音未來 みなみ作; 吳勵誠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115 幸運好球 乾良彥作; 吳勵誠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9177 葬儀姬 もとなおこ作; 張益豐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9269 人型手機JOY 朴大根, 朴影彬作; 林建豪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9313 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9405 天啟之砦 蔵石悠原作; 鋳鍋和漫畫; 林志昌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535 靈媒老師在身邊 松本英吉作; 李芝慧譯 2013-11-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49580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2013-11-00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49603 GE: 戀愛成就 流石景作; 方郁仁譯 2013-11-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49627 紅眼機甲兵 神堂潤作; 吳勵誠譯 2013-10-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49894 I.C.U我看見你了 タイム涼介作; 許任駒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第 201 頁，共 617 頁



9789863249948 喜歡妹妹有什麼不對? 福田晋一作; 鄭啟旭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9979 平安時代543 D.キッサン作; 光依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005 第七女子會徬徨 茅花作; 賴思宇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012 第七女子會徬徨 茅花作; 賴思宇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050 貓娘喵編輯 浅井作; 方郁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067 貓娘喵編輯 浅井作; 方郁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166 外天之夏 佐木飛朗斗原作; 東直輝漫畫; 吳傳賢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210 幕末男子 加瀨敦作; 林佳祥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272 甘黨企鵝 そにしけんじ作; 林佳祥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524 鏡野町的輝夜姬 草凪とんぼ作; 郭名珊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388 私立魔界學園 蕨野くげ子作; 許仁駒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401 草字頭 竹村泉作; 張益豐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449 兵馬之旗 川口開治作; 方郁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487 妹妹老師.小渚 村枝賢一作; 風間鈴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494 妹妹老師.小渚 村枝賢一作; 風間鈴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555 犬忍參上! 朴ノ木空作; 蔡妃甯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0623 灌籃少年. III 八神浩樹作; 方郁仁譯 2013-04-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20630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張益豐譯 2013-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0647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張益豐譯 2013-05-00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20661 Code: breaker法外制裁者 上条明峰作; 蔡夢芳許任駒譯 2013-04-00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20692 妄想學生會 氏家卜全作; 鄭啟旭譯 2013-07-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0715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方郁仁譯 2013-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0760 無限住人 沙村廣明作; 吳勵誠譯 2013-06-00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20784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張紹仁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0791 GATE7-7號閘門 Clamp作; 尤靜慧譯 2013-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0814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2013-03-00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320821 美食獵人TORIKO 島袋光年作; 鳥山亂譯 2013-03-00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20845 惡魔奶爸 田村隆平作; 蔡夢芳譯 2013-05-00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20852 最強學生會長 西尾維新原作; 曉月明漫畫; 張益豐譯 2013-05-00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20869 遊戲王ZEXAL 高橋和希原案.監修; 三好直人漫畫; 蔡夢芳譯 2013-05-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0890 緋色王城 依歡[作] 2013-03-00 平裝 第5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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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21019 夏海紗音與不可思議的世界 直江ヒロト作; 許昆暉譯 2013-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1200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PLUS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321217 我不受歡迎,怎麼想都是你們的錯 谷川二コ作; 張益豐譯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1224 我不受歡迎,怎麼想都是你們的錯 谷川二コ作; 張益豐譯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1231 我不受歡迎,怎麼想都是你們的錯 谷川二コ作; 張益豐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1316 終極感應 高樹宙, DOUBLE-S作; 江荷偲譯 2013-11-00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21422 麻辣功夫王 Isutoshi作; 張益豐譯 2013-11-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21576 美味的學習之夜 北島和洋原作; 大井昌和漫畫; 賴思宇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1583 美味的學習之夜 北島和洋原作; 大井昌和漫畫; 賴思宇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1606 孔子與論語 豬原賽原作; 李志清漫畫; 鄭啟旭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1613 孔子與論語 豬原賽原作; 李志清漫畫; 鄭啟旭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1767 青春御茶緣 みよしふるまち作; 賴瑞琴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1859 醫食專家 野崎ふみこ作; 陳雪美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1934 要聽神明的話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1941 要聽神明的話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1965 要聽神明的話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1972 要聽神明的話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2013-10-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1996 真白之音 羅川真里茂作; 光依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078 骸骨水晶燈 厘のミキ作; 賴思宇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153 魔法少女小圓: The different story Magica Quartet原作; ハノカゲ漫畫; 蔡夢芳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160 魔法少女小圓: The different story Magica Quartet原作; ハノカゲ漫畫; 蔡夢芳譯 2013-08-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184 琴浦小姐 えのきづ作; 郭名珊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221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天野明作; 張益豐譯 2013-04-00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22245 死神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2013-04-00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322276 窮神 助野嘉昭作; 江荷偲譯 2013-05-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22313 奇想之國 雷句誠作; 張益豐譯 2013-07-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22351 純愛塗鴉 小林俊彥作; 張家銘譯 2013-05-00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22368 小鎮有你 瀬尾公治作; 陳姿君譯 2013-05-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22610 漫畫心療系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猴譯 2013-10-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2627 天才麻將少女 小林立作; 方郁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22702 水唱石的眠姬 霜月はるか, 日山尚原作; 藤村あゆみ漫畫; 方郁仁譯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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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22900 神器鍛造師 橋本届作; 許任駒譯 2013-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303 超異能學姐 ゆーじ作; 方郁仁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334 秘密的小惡魔 ゑむ作; 方郁仁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358 微熱男孩 神吉作; 許任駒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23396 半獸人的煩惱 村山慶作; 陳姿君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433 鍵人 田中靖規作; 許任駒譯 2013-09-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23556 育兒型男 森脇葵作; 李慧婷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3587 我的宅女神 すえばしけん作; 石學昌譯 2013-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3600 當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認真找工作了。 左京潤作; 林均鎂譯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600 當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認真找工作了。 左京潤作; 林均鎂譯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648 我的現實與網遊被戀愛喜劇侵蝕了 藤谷ある作; 趙聖媛譯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693 就算是哥哥,有愛就沒問題了,對吧 鈴木大輔作; 蔡青翰譯 2013-04-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4034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2013-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4041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4263 TWIN BIRD黑鳥印記 高嶋ひろみ作; 賴思宇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324355 感應少年EIJI. 新章 安童夕馬原作; 朝基勝士漫畫; 李其馨譯 2013-10-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4362 掌中萌美眉 宮崎摩耶作; 李文軒譯 2013-09-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4423 Code: breaker法外制裁者 上条明峰作; 蔡夢芳譯 2013-07-00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24430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2013-09-00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3324447 修羅之門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鄭啟旭譯 2013-1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4737 毒X戀 克.亜樹作; 風間鈴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4799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宮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3-10-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24805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方郁仁譯 2013-06-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4836 最強學生會長 西尾維新原作; 曉月明漫畫; 張益豐譯 2013-07-00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25086 THE ONE獨領風騷 李崇萍[作]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25116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原作; 長谷川光司漫畫; 陳姿君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5246 我妻同學是我的老婆 藏石悠原作; 西木田景志漫畫; 吳勵誠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5291 美少女幽靈的戀愛效應! 壱日千次作; 蕪村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5321 世界末日女子學園☆ 糸緒思惟作; 曾鳳儀譯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5352 我與一乃的遊戲同好會活動日誌. 其之8, 快樂結局的序章葉村哲作; 周庭旭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325413 月神來我家! 後藤祐迅作; 許奕璿譯 2013-05-00 平裝 第8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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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25420 聖劍鍛造師 三浦勇雄作; 許昆暉譯 2013-05-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25550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鄭啟旭譯 2013-10-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5567 美食獵人TORIKO 島袋光年作;陳書萍譯 2013-07-00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25574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2013-06-00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325611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2013-1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5673 來自新世界 貴志祐介作; 及川徹漫畫 ; 陳姿君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5697 來自新世界 貴志祐介作; 及川徹漫畫 ; 陳姿君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5819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許任駒譯 2013-11-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25895 ONE PIECE航海王: STRONG WORDS經典名言集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2013-09-00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25963 就這樣一見鍾情! 谷川ニコ作; 張芳馨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5970 就這樣一見鍾情! 谷川ニコ作; 張芳馨譯 2013-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6113 今天吃咖哩! 縞野やえ作; 賴思宇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326359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カヤド作; 張紹仁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6366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カヤド作; 張紹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7516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陳書萍譯 2013-09-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7561 尼特族吸血鬼. 江藤 鈴木大輔作; 蔡青翰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7578 中之下!. 等級4, 落到下之下的我 長岡マキ子作; 陳姿瑄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327615 精靈使的劍舞. 9, 熾焰之戰 志瑞祐作; 小島最中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327615 精靈使的劍舞. 9, 熾焰之戰 志瑞祐作; 小島最中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327622 超鋼女雪拉 寺田とものり作; 林均鎂譯 2013-06-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27639 阿妮絲與愛擺臭臉的魔法使 花房牧生作; 林倩伃譯 2013-06-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7707 Tales of xillia side ;MILLA バンダイナムコゲームス原作; Hu-ko作; 賴思宇譯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7868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2, 遊戲玩家兄妹似乎盯上獸耳娘的國家了榎宮祐作; 林憲權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327868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2, 遊戲玩家兄妹似乎盯上獸耳娘的國家了榎宮祐作; 林憲權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328049 龍的黃昏之夢 姬川明月作; 趙秋鳳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8360 灌籃少年. III 八神浩樹作; 方郁仁譯 2013-09-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28421 殭屍哪有那麼萌? 服部充作; 賴瑞琴譯 2013-09-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8469 死神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2013-07-00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328490 我與她的戀愛目錄 咲良作畫; 張紹仁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8506 史萊姆少女與勇者研究社 我孫子祐作; 吳勵誠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022 無敵的查拉圖斯特拉 野口芽衣作; 蘇佳凜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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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29138 Night Walker: 深夜徘徊者 力ラス作; 多鳴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312 FAIRY TAIL魔導少年: 映照於心的color 真島浩原作.插畫; 川崎美羽作; 曾鳳儀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329329 我家會長是個壞壞虎斑貓。 空埜一樹作; 露露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350 魔王的我與不死公主的戒指 柑橘ゆすら作; 微笑皮耶羅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367 其中1個是妹妹! 田口一作; 林意凱譯 2013-07-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9374 這間教室被不回家社占領了 おかざき登作; 林憲權譯 2013-07-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9626 人氣妹妹與受難的我 夏綠作; 陳姿瑄譯 2013-07-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9626 人氣妹妹與受難的我 夏綠作; 陳姿瑄譯 2013-07-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9664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林玫伶譯 2013-07-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9664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林玫伶譯 2013-07-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9671 月神來我家! 後藤祐迅作; 許奕璿譯 2013-07-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9695 SAMURAI BLOOD武士之血. 1, 天守無雙 松時ノ介作; 杜信彰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701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作; 周若珍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787 破曉時刻的等待 荒木宰作; 張紹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0109 黃巾: 火鳳燎原: 外傳小說. 玖 王貽興作; 陳某原作.插畫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370314 黑色狂想曲 T.K章世炘作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0383 奇想之國 雷句誠作; 張益豐譯 2013-09-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70451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2013-10-00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70475 Code: breaker法外制裁者 上条明峰作; 許任駒譯 2013-09-00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70727 井之頭石像鬼 藤沢亨作; 張芳馨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0888 惡意代碼 池野雅博作; 陳姿君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0895 惡意代碼 池野雅博作; 陳姿君譯 2013-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1953 美食獵人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2013-09-00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71120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2013-08-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1175 千之魔劍與盾之少女 川口士作; 何宜叡譯 2013-08-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1557 飢餓小丑 田畠裕基作; 蔡夢芳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1649 終焉之栞 結城あみの作; スズ厶原作; 張紹仁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1694 死神(劇場版): 無人的回憶 久保帯人作; 張豐益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371779 偽時雨: 出世花其三 高田郁原作; 黑沢明世漫畫; 林琬清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71823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104冊 1

9789863371847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2013-09-00 平裝 第3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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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71854 小鎮有你 瀨尾公治作; 陳姿君譯 2013-11-00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71878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2013-10-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1885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1885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1922 幸運女神 藤島康介作; 許任駒譯 2013-10-00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371946 死神 久保帯人作; 張益豐譯 2013-10-00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371960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2013-11-00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72790 愛玩王子. 7, 古都的戀歌 片瀬由良作; 陳姿瑄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372806 絕對服從少女。1, 聽好囉,不可以使用魔眼喔? 春日秋人作; 曾鳳儀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372820 Over Image超異能遊戲. 2,漆黑銳劍 遊佐真弘作; 林憲權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372837 月神來我家 後藤祐迅作; 許奕璿譯 2013-09-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2837 月神來我家 後藤祐迅作; 許奕璿譯 2013-09-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2844 Re:笨蛋也能拯救世界? 柳実冬貴作; 周庭旭譯 2013-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2875 羽月莉音的帝國 至道流星作; 杜信彰譯 2013-09-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2882 機巧魔神. 11, 邂逅異視界. 三雲岳斗作; 許昆暉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372905 終焉之栞 スズ厶作; 蕪村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373018 大長篇惡魔奶爸. 2, 卜寶☆TIME TRAVEL穿越時空的魔王田村隆平, Sow作; 小倉最中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373025 認真和我談戀愛!! 野山風一郎作; 周庭旭譯 2013-09-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3032 我的宅女神 すえばしけん作; 石學昌譯 2013-09-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3674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2013-10-00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373681 惡魔奶爸 田村隆平作; 蔡夢芳譯 2013-10-00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74466 心之國的愛麗絲. II, 薔薇茶會 QuinRose原作; 館山綠作; 曾鳳儀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374473 大奧之櫻: 現代大奧女學院 日日日作; 許昆暉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4480 RISINGXRYDEEN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作; 林憲權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4497 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 日日日作; 石學昌譯 2013-10-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4503 巴洛克騎士#1overture: 幻想連結 葉村哲作; 林意凱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374510 進擊的巨人: Before the fall 諫山創, 涼風涼作; 杜信彰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4527 月花歌姬與魔技之王 翅田大介作; 何宜叡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4534 東立原創大賽作品集. 2013: 漫畫X輕小說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374541 無氣力勇者與好奇的魔王 冬木冬樹作; 露露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4558 你並不孤單! 小岩井蓮二作; 梅應琪譯 2013-09-00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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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74565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3, 遊戲玩家兄妹的另一半似乎消失了......?榎宮祐作; 林憲權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374589 當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認真找工作了。 左京潤作; 周若珍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4596 白銀龍王的搖籃 ツガワトモタカ作; 蕪村譯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4602 東京闇鴉. 5, days in nest II&GIRL AGAIN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374619 沙漠國物語. 7, 暗夜流流 倉吹智絵作; 林均鎂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374626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作; 林意凱譯 2013-1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4633 修羅場戀人! 岸杯也作; 周庭旭譯 2013-09-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5159 血黑犬 鮭魚仔, 小鯊龍作 2013-10-00 平裝 第12集 1

9789863375166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2013-10-00 平裝 第6集 1

9789863375920 宅男催眠曲 曉君[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第4集 1

9789863375937 THE ONE獨領風騷 李崇萍[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76309 我果然還是渾然不覺 望公太作; 林均鎂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6361 冰雪少女. 1, 冰雪少女定睛凝視 山田有作; 蕪村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76378 放學後的悠閒時光 比嘉智康作; 文渠譯 2013-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6538 黑之夜魔 十文字青作; 許國煌譯 2013-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68138 悖德之城: 黑耀的軌跡 桑原水菜作, 石据カチル作; 江荷偲譯 2011-07-00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081 小茶壺 渡邊悅子文.圖; 吳愉萱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3457 歷史上的珠寶傳奇 劉興詩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3464 三國點將 司馬老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23471 三國點將 司馬老遷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知本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96

送存冊數共計：578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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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1952 走吧!適合全家一起健行的活力步道: 大臺北地區25條親山體驗首選董珮君, 林峰瑩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481 完全掌握超搶眼變髮: 扭.轉.綁輕易上手,變化365天超有型莫菱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2208 時尚手繪DIY: 跟隨著情境式教學製作出獨一無二、具有個人風格的時尚作品尹笑英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2406 東京好好吃!尋找一百分的幸福甜點 朱虎珍作; 姜曉珊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9741 編玩編學!幸福的家居小編物100款 莊慧晶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9970 搭捷運.瘋高雄 篠芳.一枚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1013 看世界名畫學畫水彩: 快速學習超實用水彩技法波拉蕾娃(Paula Leiva)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1198 帶著相機去旅行.旅遊攝影全指南: 每個人都用得到的旅行攝影技巧朴太陽, 鄭鋿九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1389 史上超強XS魔鬼曲線計畫: 每天5分鐘動一動!7天打造完美身材比例和平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1655 明星教練讓你不再過勞.肥: 伸展操、椅子操、毛巾操、手機繩操、床上運動操,隨時動起來!張杰倫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1679 住家剪裁: 41款歐風窗簾、床組、桌巾、椅套布飾DIY瑪莉.古倪(Marie Gouny)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1785 親手做面膜: 139款零負擔護膚品 顧景慧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528 深呼吸健康瑜珈 幸福瘦身塑身大變身 元楨惠著; 李哲柱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535 世界歷史八達通 孔美羅, 金愛京, 磪允貞作; 李敬信繪; 譚妮如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559 跟著總鋪師學辦桌: 蒸、燉煮、煎炸、醃滷、湯、麵、粥七大技法,一次上手胡維勤, 康賢書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566 玩美絲巾: 絲巾達人教你1分鐘打造完美造型 Beauty Salon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4597 中國古典家具入門 胡德生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94627 培養孩子創新能力的20種法則 金在恩, 具東祖, 金炳洙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634 不要只會說歡迎光臨! 內藤加奈子著; 黃經良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72770 閻王情: 遙遠的國度 太陽雨著 2009-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73111 琴弦上的約定 米藍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73128 輕鬆讀懂五千年中國歷史 陳曦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73241 3天就能出國遊學溜英語 陳伊靜著 2010-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73364 解開星座の愛情密碼 安格斯著 2009-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9

采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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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907 設計是門好生意: Sony、Dyson、Elecom、Kamoi mt紙膠帶、無印良品、日清食品等企業CEO決勝商場的25堂設計課Nikkei Design編; 夏淑怡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0914 就愛家設計: 居家設計.裝潢.DIY.改造.花藝.買物.省錢絕技大公開,輕鬆打造舒適風格窩葛蕾思.邦尼(Grace Bonney)著; 謝雯伃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521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人文博物館人文學體驗學習計畫人物體驗報告彙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人文博物館, 財團法人國範文教基金會主編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57525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 2010 曾健華, 江起陸編著 2010-05-00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336 會通與轉化: 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林伯謙主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350 墨瀾. 第三十九屆: 旅行文學專題 陳馥帆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1392 心理學的力量: 職場紅人一定都懂的42個致勝心法恆言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31408 正向性格開創術: 自信X博大X頑強......=逆勢崛起的50個金鑰盧倩倩, 張雲紅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8381 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十二屆 明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志科大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中文系墨瀾編輯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波希米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1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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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7546 肌肉骨骼關節疾病之評估與徒手治療 譚仕馨作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1303 e通高中數學講義(升高一銜接課程教材) 林廷熹, 林廷樂, 蘇良騏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1310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1327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中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1334 e通國中資優數學. 第三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1341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 張立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51358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 張立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51365 e通國中資優數學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51372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51389 e通國小資優數學 江旻峰, 葉育昇, 林廷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1396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 張立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20008 e通國小資優數學. 第六級 江旻峰, 葉育昇, 林廷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015 e通國小資優數學. 第七級 江旻峰, 葉育昇, 林廷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2134 人文聯珠: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四輯 簡宗梧主編 2013-09-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5430 髒小弟. 4, 搶救午餐大作戰 艾倫.麥當勞(Alan Macdonald)作;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繪; 艾瑪小姐譯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東雨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廷數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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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95454 空氣精靈歷險記 申政民作; 柳基勳繪; 熊懿樺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461 土壤精靈找新家 李美愛作; 李昇圭繪; 熊懿樺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478 女孩神隱事件 深澤美潮文; 山田J太圖; 胡慧文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5485 溫暖人心的冬季魔法飲料 安晝安子文.圖; 胡慧文譯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995508 7名忍不住的忍者 日本兒童文藝家協會編; 胡慧文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90395 瘋狂園遊會 艾倫.麥當勞(Alan Macdonald)作;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繪; 艾瑪小姐譯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0202 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東亞玉文化研究社992社區化成果展林雲騰總編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2870 金門沙美萬安堂新聞報導剪輯 黃瑞華等編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第2集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2165 哄男人要在晚餐後: 如果男人是芭樂,別指望他會變成蘋果Sphinx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2141 關於愛情,妳必須知道的36則科學忠告: 女人談戀愛前,必看的「科學版」幸福指南Sphinx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2158 這樣說,就能說進男人心坎裡. 2 羅夫曼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果体智慧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忠欣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沙美萬安堂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果体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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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68424 多益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作; ETS TOEIC臺灣區代表編輯委員會編譯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4015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1 EXTERNAL 江進勳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4022 Reading processs and practice for social context 張延惠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4039 I-learning practice 譚惠綿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74046 Enter the world of English 黃瑞萍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4053 I-learning external 吳秀娟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74060 Topic conversation and reading 蘇莉莉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638 音感教育訓練與教學 賴維君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5645 探討畢伯16首小提琴奏鳴曲之調弦法 賴維君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5652 探討小提琴左手技巧之教學 賴維君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8233 古風十三作品集 廖興起等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3935 戴著鐵漢面具的司法小丑 黃越宏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泛亞國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治時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定易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東和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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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7876 蛋 張子鈞插畫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47883 水 久久童畫工房繪圖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47890 巧克力 嚕嚕插畫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47906 時鐘 王美玲繪圖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47913 房子 張子鈞插畫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47920 車 黃正文插畫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47937 馬桶 徐橘喵插畫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47944 木頭 久久童畫工房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47951 蘋果 嚕嚕繪圖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47968 牛奶 鳳凰插畫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47975 衣服 陶一山插畫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47982 寶藏 蔡侑玲插畫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1061 晴天圖書館. 1: 晴天就去圖書館吧! 綠川聖司文; 許書寧圖; 王華懋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1078 阿布和佳佳 福澤由美子文.圖; 米雅翻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085 晴天圖書館. 2, 圖書館的小奇蹟 綠川聖司文; 許書寧圖; 王華懋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2741122 好熱、好熱、好熱啊 垂石真子作; 蘇懿禎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1139 猩猩遊戲 山極壽一作; 阿部弘士繪; 張東君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146 到阿蜜家玩 陳麗雅文.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184 照亮世界的發明奇才: 愛迪生的成長故事 青飛工作室作繪; 歐陽綠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1191 征服全世界的脫口秀女王: 歐普拉.溫芙瑞的成長故事青飛工作室作繪; 丁士琦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1207 改變世界的電腦天才: 比爾蓋茲的成長故事 青飛工作室作.繪; 歐陽綠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1214 擁抱星星的男孩: 史蒂芬.霍金的成長故事 青飛工作室作.繪; 歐陽綠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1221 捍衛自由的勇士: 林肯的成長故事 青飛工作室作繪; 丁士琦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1

亞卓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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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545 系統化創新產品機會辨識與分析 許棟樑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1544 新設計概論與設計基礎 彭立勛等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0691 公司法制基礎理論之再建構 曾宛如作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85414 刑事訴訟法 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上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2409 就是要香戀: 香戀時光全紀錄 徐炫順採訪撰文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9216 毫光墨香. 2013: 金門彰化臺南高雄廈門: 海峽兩岸五地書法聯展合輯吳宗陵等執行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0659 八字問情: 你不知道的八字情運 筠綠著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741 淡定學八字の讓您人生逆轉勝 安容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789 學紫微斗數,改變命運扭轉吉凶 傳通居士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796 算屋一本通 陳文祥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知青頻道

送存冊數共計：1

承法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芮奇歐創意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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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30819 流傳千年的100個西方妖怪故事 黃禹潔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826 解夢一本通 蔣星五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840 風水應該這樣學 元空居士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9938 偽神話 蔡士弘[作]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49945 原.源.圓 謝貽娟作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468 法治教育宣導手冊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編著 2013-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395192 法律風險管理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主編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154 FUN心賞蟹趣!: 螃蟹的生態記事簿 鄭清海等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25920 TOEFL-iBT高分托福詞彙120 賴水信著 2013-08-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7025937 TOEFL-IBT高分托福文法120 賴水信著 2013-08-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7025944 NEW TOEIC新多益核心字彙全集 曾騰裕, Stephen Browning合著 2013-09-00 增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7025951 不可不會的全民英檢初級實戰測驗: Test 1-Test 2Rick Crooks, 王卓群, 林神龍合著 2013-10-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7025968 不可不會的全民英檢中級實戰測驗: Test 1-Test 2Rick Crooks, 高如峰合著 2013-10-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7025975 不可不會的全民英檢中高級實戰測驗: Test 1-Test 2Rick Crooks, 江璞, 王卓群合著 2013-10-00 一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采泥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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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7935 臺灣鄉土語言教學講義 曾美惠編訂 2013-10-00 初版再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02634 K線實戰秘笈 陳霖著 2012-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8202658 股期權SOP操盤秘技 陳霖著 2013-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8202665 週選擇權獲利大解密 陳霖著 2013-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25902 中國茶療 林乾良, 陳小憶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25919 張步桃用方的奧秘: 病不絕人,妙方癒沉疴 張步桃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7825926 張步桃用方的奧秘: 病不絕人,妙方癒沉疴 張步桃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7825933 第三類醫療 謝麗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25940 美哉!噶瑪蘭 鐘永和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25797 湯頭趣記圖釋 劉子民主編 2007-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85690 漫談生命的誕生與死亡 簡忠義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1318 杜世宏畫集 杜世宏作 2013-10-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星

送存冊數共計：3

知音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長茂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怡美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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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0552 肥妃不好惹 棠茉兒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0682 宰相高深莫測 莫顏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3280699 宰相高深莫測 莫顏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下集 1

9789863280736 爸爸,聽說你愛我 夏喬恩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0743 撲倒完美男 香朵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0750 我的男人少根筋 淘淘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0767 姑娘也有風流帳 金囍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0774 不可能之婚 香奈兒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0781 食全食美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0798 食全食美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0804 食全食美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0811 食全食美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0828 食全食美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0835 食全食美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80842 食全食美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80859 食全食美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80873 肥妃不好惹 棠茉兒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0866 肥妃不好惹 棠茉兒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280880 神秘的契約新郎 連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0897 異想甜心 煓梓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0989 吉時良緣 百里堂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0996 吉時良緣 百里堂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1009 豪門守灶女 玉井香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1016 豪門守灶女 玉井香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1023 豪門守灶女 玉井香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1030 豪門守灶女 玉井香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1078 豪門守灶女 玉井香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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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81085 豪門守灶女 玉井香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81092 豪門守灶女 玉井香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81047 帶我走 喬敏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054 型男老公分居中 柚心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061 浪漫總裁 米琪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108 夜貓子見光愛 凱琍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115 絕世好男人 慕璇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122 帝國的新娘 宋雨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3281146 帝國的新娘 宋雨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3281139 帝國的新娘 宋雨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3281207 庶女出頭天 七星盟主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1214 庶女出頭天 七星盟主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1221 庶女出頭天 七星盟主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1238 庶女出頭天 七星盟主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1245 庶女出頭天 七星盟主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1252 瞞天過海騙倒你 莫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1269 瞞天過海騙倒你 莫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1283 戒痕 伍薇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290 戒痕 季可薔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306 珍愛寶貝 煓梓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313 傲氣大正妹 沈韋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320 娘子要自強 梁心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337 姊夫,不准招惹我 夏喬恩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344 棄婦當嫁 魚音繞樑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1351 棄婦當嫁 魚音繞樑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1368 旺家俏娘子 農家妞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1375 旺家俏娘子 農家妞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1382 旺家俏娘子 農家妞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1399 旺家俏娘子 農家妞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1405 旺家俏娘子 農家妞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1412 限制級之戀 香奈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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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81429 模擬夫妻 子澄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436 世子搶妻大不易 金囍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443 幸福,蔓延中 唐浣紗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450 今生定要纏上你 柚心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02801 精選美模女 香朵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467 女神不完美 陶樂思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474 經理我錯了 慕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481 錦繡芳華 粉筆琴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1498 錦繡芳華 粉筆琴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1504 錦繡芳華 粉筆琴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1511 錦繡芳華 粉筆琴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1528 錦繡芳華 粉筆琴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1665 危險大亨 米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672 猛爺 雷恩那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689 真愛請再等一下 余宛宛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3815 Magic joy Peggy Huang[作] 2013-06-00 其他 第10冊 1

9789574483839 The mice and the party Sophia Yang, Grace Chang, Tyler Buys[文] 2013-09-00 1st ed. 其他 1

9789574483846 Joy discovery Sophia Yang[作] 2013-08-00 1st ed. 其他 第6冊 1

9789574483853 Magic joy 2013-09-00 1st ed. 平裝 第1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95703 喜悅甘露集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1-04-00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579295710 禮敬完美上師克里斯那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727 瑜伽修持科學觀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734 上師的行誼: 巴巴在佳滿坡的歲月. 上 德瓦旭希(Devashish Donald Acosta)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3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阿南達瑪迦

送存種數共計：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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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9295741 虔誠瑜伽的真諦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758 喜悅甘露集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579295765 上師的行誼: 巴巴在佳滿坡的歲月. 下 德瓦旭希(Devashish Donald Acosta)編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772 全球危機與未來文明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789 喜悅甘露集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2-04-00 初版 平裝 卷11 1

9789579295796 喜悅傳記 阿闍黎納吉納(A'ca'rya Nagina')著; 吳春華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802 喜悅甘露集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2-10-00 初版 平裝 卷12 1

9789579295819 民主與社會面面觀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826 靈性科學集成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3-04-00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579295833 靈性科學集成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3-04-00 初版 平裝 卷11 1

9789579295840 站在新世紀門檻的人類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857 完美生命的實踐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864 阿南達瑪迦生活指引: 卷一卷二合訂本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邱奕嘉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871 靈性科學集成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12 1

9789579295888 天然藥物治百病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659 靈性修持與三摩地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666 女性的覺醒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陳怡靜, 林世芬, 吳春華譯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5673 喜悅甘露集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0-10-00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579295680 喜悅甘露集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10-10-00 初版 平裝 卷8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2919 玩攝影教學誌: 惡靈空間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32926 玩攝影教學誌: 七宗罪: 傲慢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32933 玩攝影教學誌: 七宗罪: 色慾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32940 玩攝影教學誌: 主題式孕婦攝影教學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32957 玩攝影教學誌: 人像攝影的性感指南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32964 玩攝影教學誌: 自然光與LED燈的完美結合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32971 玩攝影教學誌: 掌握眼神的竅門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32988 玩攝影教學誌: 構圖原則大解析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3

玩美攝影器材

送存種數共計：21

第 221 頁，共 617 頁



9789865832995 玩攝影教學誌: 用相機拍出自己的生活品味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006 玩攝影教學誌: 七宗罪: 貪婪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013 玩攝影教學誌: 看見台灣之美. 7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020 玩攝影教學誌: 讓刺青成為女人更具魅力的秘密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037 玩攝影教學誌: 捕捉甜美神秘的性感瞬間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044 玩攝影教學誌: 性感誘人的翹臀女郎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051 玩攝影教學誌: 紀念兩人親密接觸的時刻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068 玩攝影教學誌: 臉紅心跳的攝影角度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075 玩攝影教學誌: 七宗罪: 懶惰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082 玩攝影教學誌: 七宗罪: 忌妒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099 玩攝影教學誌: 七宗罪: 暴怒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105 玩攝影教學誌: 美麗的時刻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112 玩攝影教學誌: 親密觸動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129 玩攝影教學誌: 美麗的對話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136 玩攝影教學誌: 燦爛的幸福笑容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374 領航與傳承: 東海工工50週年系慶專刊 洪堯勳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5856 弟子規簡說 王明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5863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導讀 吳聰龍講述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6468 懸丹濟世 黃敏恭講述 2013-10-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倫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河畔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東海工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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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9266468 懸丹濟世 黃敏恭講述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8442 行動裝置嵌入式系統與軟體(S3C6410 Google Android 2.1開發應用實務)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0-06-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286 藥香 希行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20293 藥香 希行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68509 藥香 希行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68516 藥香 希行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968523 藥香 希行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8968547 世家名門 十三春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68554 世家名門 十三春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68561 世家名門 十三春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68578 世家名門 十三春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68585 世家名門 十三春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68592 凶宅筆記 貳十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2009 凶宅筆記 貳十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5884 NBA英文 鮮正玄, 王琦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9834 応用日本語学科のためのNBA English 中尾真樹, 鮮正玄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9865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acts and pauses 劉容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9872 架構導向促銷企劃書實戰手冊: 使用SBC架構描述語言趙善中, 孫述平, 韓孟麒合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2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2

長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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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514350 斗數論求財 紫雲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367 仙家性命法訣與丹詩 張稚閬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398 從斗數談官祿主 紫雲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404 紫微斗數導讀. 高級篇 陳世興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411 八字強弱寶典 藍傳盛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7660 萬年曆 林錦燕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380 放肆狂琴 詹益成編著 2013-08-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6581397 套鼓技巧240招 山木雄一作; 王瑋琦翻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0324 林銘賢.劉素琴畫侶創作集. 2 林銘賢, 劉素琴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4454 iPhone 4夢幻任意門: JB私房解密 吳懿剛編著 2011-03-00 其他 1

9789866154461 挑戰AutoCAD 2D全新解題技巧 廖高德編著 2011-03-00 其他 1

9789866154485 Excel 2010職場導向全方位應用 林國榮編著 2011-03-00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

怡情園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習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5

奇異果子廣告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武陵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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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54508 資訊科技與教學應用: 議題、理論與實務 吳明隆, 林振欽編著 2011-04-00 其他 1

9789866154515 ANSYS Workbench有限元素分析及工程應用 蔡國忠編著 2011-04-00 其他 1

9789866154522 Dreamweaver資料庫網站設計for JSP & MySQL實戰演練蔡國強編著 2011-04-00 其他 1

9789866154539 ASP.NET 4.0網站開發實務: 使用Visual Basic 蔡國強編著 2011-04-00 其他 1

9789866154546 以PMP觀點: Project 2010實務操作與運用 李育文, 洪家祥編著 2011-04-00 其他 1

9789866154553 SolidWorks 3C產品造型機構設計 elearningDJ.com編著 2011-04-00 其他 1

9789866154560 SPSS統計應用學習實務: 問卷分析與應用統計 吳明隆編著 2011-04-00 其他 1

9789866154577 舞動Flash CS5動畫視覺設計 林國棟編著 2011-04-00 其他 1

9789866025099 Word 2003精選教材隨手翻 林佳生作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6025112 Excel 2007商業與財務分析應用實例 林麗琴作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6025136 Mastercam X4電腦輔助設計與加工 周曉龍編著 2011-11-00 其他 1

9789866025204 舞動3ds Max建模、材質、燈光、動畫製作 詹正雄作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025365 數位攝影坊: 曝光就是這樣處理 新知互動編著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6025372 數位攝影坊: 構圖從此變簡單 新知互動編著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6025389 數位攝影坊: 打造非凡風光攝影 新知互動編著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6025396 數位攝影坊: 拍出旅遊新花樣 新知互動編著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6025402 數位攝影坊: 掌握攝影的技巧 新知互動編著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6025426 Unigraphics CAM電腦輔助製造 徐永源, 丁嘉緯, 吳益通編著 2012-03-00 其他 1

9789866025440 Excel行銷管理實務職場應用寶典 林佳生編著 2012-04-00 平裝 1

9789866025471 CG角色人物製作寶典: 從2D設計到3D展示的實務流程陳維迪編著 2012-04-00 其他 1

9789866025525 看圖例學SolidWorks範例錦囊 陳俊鴻作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6025532 Excel 2010函數與圖表職場應用寶典 林佳生編著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6025549 精通AutoCAD 2013機械設計 陳世勳編著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025556 精通AutoCAD 2013建築與室內設計 陳世勳編著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025563 你應該來學AutoCAD 廖高德編著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025570 Excel 2010資料處理與分析職場應用寶典 林佳生編著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025587 SolidWorks 2012入門手冊 孫之遨編著 2012-06-00 其他 1

9789866025594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的14堂課 黃瑞祥, 松橋3小組工作室作 2012-07-00 其他 1

9789866025600 電腦基礎入門隨手翻 林佳生作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6025624 精彩PowerPoint完美簡報 林佳生編著 2012-07-00 其他 1

9789866025631 創造外匯市場絕對報酬: MT4全自動交易解密 周宏恩編著 2012-07-00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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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25648 漫步在雲端: Google全新體驗 林佳生編著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6025655 看圖例學Unigraphics範例錦囊 葉建勳編著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6025662 精彩Illustrator CS6 趙雅芝作 2012-08-00 其他 1

9789866025679 精通Inventor 3D 2013機械設計 陳俊鴻作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6025686 Excel 2007精選教材.隨手翻 林佳生編著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6025709 精彩PhotoShop CS6 趙雅芝編著 2012-08-00 其他 1

9789866025716 行動網通技術實務與文創觀光雲端平臺應用: 適地性創意應用服務實驗與專題李建億等編著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6025723 PhotoShop CS6影像創意魔法 林佳生編著 2012-09-00 其他 1

9789866025730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術科解析手冊Solidworks孫之遨編著 2012-09-00 其他 1

9789866025747 精彩InDesign CS6 趙雅芝編著 2012-09-00 其他 1

9789866025754 精彩PhotoShop CS6、Illustrator CS6、InDesign CS6平面設計三元素陳珊珊作 2012-09-00 其他 1

9789866025761 一步一腳印學網頁設計: 入門、FrontPage、ASP.NET李俊德, 施弼耀, 戴顯榮編著 2012-09-00 其他 1

9789866025778 CATIA V5實戰演練 elearningDJ.com編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025785 Illustrator CS6繪圖創意魔法 林佳生編著 2012-10-00 其他 1

9789866025419 Dreamweaver CS6網頁設計創意魔法 林佳生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6025792 Illustrator向量繪圖實務 林佳生編著 2012-11-00 其他 1

9789866025808 PhotoShop影像處理實務 林佳生編著 2012-11-00 其他 1

9789866025815 精彩CorelDraw X6向量繪圖設計 陳珊珊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6025822 精彩AfterEffects CS6視覺特效製作 王國衛編著 2012-11-00 其他 1

9789866025839 UniGraphics NX6實戰演練 elearningDJ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6025846 Access進銷存管理實例寶典 林佳生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6025853 AutoCAD電腦輔助設計: 工程製圖與彩色表現圖邱嘉佑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6025860 Alias Studio工業設計實戰演練 elearningDJ.com作 2012-12-00 其他 1

9789866025884 精通SolidWorks 2013. 電腦輔助設計.基礎入門篇陳俊鴻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6025891 SolidWorks 2013進階手冊. 零件篇 孫之遨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6025907 Flash CS6動畫設計創意魔法 林佳生編著 2012-12-00 其他 1

9789866025921 精彩Flash CS6動畫玩家 蔡國強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6025938 精彩Project 2013專案管理實務 王志誠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6025945 Creo Parametric 2.0基礎設計 劉福隆, 曾慶祺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6025952 Windows 8使用手冊 林佳生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25969 精彩PowerPoint製作完美簡報 林佳生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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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25983 Pro/Engineer Wildfire 5.0基礎設計 劉福隆, 曾慶祺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25990 精彩Visio 2013流程圖表繪製 蔡國強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835002 ANSYS/Workbench有限元素分析及工程應用 蔡國忠編著 2013-03-00 3版 平裝 1

9789865835019 精彩Office 2003辦公室自動化 林佳生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835026 精彩Word 2013中文版 林國榮作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835033 Word 2013使用手冊 林佳生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835040 舞動Excel 2007(中文版) 黃景增編著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5835057 舞動Excel 2003試算表 黃景增, 陳穎涵編著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5835064 Windows 8活用手冊: 影音X娛樂X閱讀X遊戲X活用林佳生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835071 Word 2010職場全方位應用 林國榮作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5835088 網頁設計.愛上jQuery 羅子洋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835095 易習Office 2010辦公室自動化 林佳生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835101 以PMP觀點: Project 2010實務操作與運用 洪家祥, 李育文編著 2013-04-00 其他 1

9789865835118 易習Excel 2013使用手冊 林佳生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835125 Dreamweaver CS5 & PHP資料庫應用經典 蔡國強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835132 Visual Basic教學範本 林義証, 松橋工作室作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835149 股市投資王: H.T.S把股票變簡單 楊書銘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835156 漫步在雲端: Google全新體驗 林佳生編著 2013-04-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35163 舞動Excel 2010(中文版) 黃景增編著 2013-05-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835170 3ds Max & V-Ray室內與建築空間設計 胡明威編著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5835187 易習PowerPoint 2013中文版 林佳生編著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5835194 精彩Premiere CS6數位視訊剪輯 王國衛編著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5835200 精彩PowerPoint 2013(中文版) 林國榮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5217 精彩Flash CS6動畫程式設計: 使用ActionScript 3.0蔡國強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5224 Pro/Engineer Wildfire實戰演練: 進階應用 ElearningDJ編著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5835231 Dreamweaver資料庫網站設計for JSP&MySQL實戰演練蔡國強編著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5835248 Office 2003精選教材隨手翻 林佳生作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5835255 3dsMax&After Effects影視特效製作 ElearningDJ作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5835279 易習Word 2010文書處理 林佳生作 2013-08-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835286 Rhino 4造型設計實戰演練 ElearningDJ編著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5835293 易習Access 2010資料庫管理 林佳生編著 2013-06-00 二版 其他 1

第 227 頁，共 617 頁



9789865835309 精彩AutoCAD 2014建築與室內設計 陳世勳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5316 精彩AutoCAD 2014機械設計 陳世勳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5323 Acrobat電子文書處理 林麗琴作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5835330 專案管理: 微軟認證技術專家MCTS 70-632攻略 李育文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5347 易習Access 2013資料庫管理 林佳生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5354 Android 4.X App程式設計範例精選 孫惠民編著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5835361 精彩Alias 2014電腦輔助設計 陳俊鴻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5378 精彩MasterCAM電腦輔助設計與加工 周曉龍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5385 精彩Vegas Pro數位視訊剪輯 王國衛編著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5835392 PhotoImpact X3數位相片處理隨手翻 林佳生作 2013-08-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835408 SolidWork Simulation原廠教育訓練手冊 實威國際編著 2013-08-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835415 精彩Access 2013(中文版) 林國榮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5422 精彩CATIA V6 3D機械設計 葉建勳編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5439 精彩威力導演11數位影音剪輯 王國衛編著 2013-08-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4501 圖解老莊思想 曾珮琦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518 圖解生理學 柯雅惠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55641 流行吉他彈唱教材: 初級班 劉雲平, 吳潔鴻作 2013-09-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3132 跟著節氣吃蔬果: 一輩子都好用的安心蔬食採買料理聖經林勃攸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10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卓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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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7088 你也可以變の很聰明 霍靳文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917095 高效執行力 顧沙斌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979505 讓你受益一生的怪誕行為學 丁天鴻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979543 夢的解析 佛洛德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979550 改變你一生的10個思考方法 陳秋文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337 記憶微潤的山城. 2, 九份.詩攝影集 白靈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452 「綠能、有機、健康」永續校園高教發展策略研討會暨永續創新發明競賽論文集. 2013張源修編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68469 臺灣藺草文化商品創意設計研究 林勤敏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476 生物資源概論 陳昇明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131 連續光譜: 明道大學數位設計學系畢業製作專刊. 第六屆明道大學數位設計學系第六屆全體畢業生作 2010-05-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道大學農生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數位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放肆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道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盟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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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27132 頭號誘婚犯 春野櫻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149 改造童顏夫 橙意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156 金主的花邊 唐筠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163 不敬業金主 官敏兒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170 護花大惡魔 簡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187 算計魯娘子 東方初晴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194 小祕詐總裁 凌宓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200 砸錢聘憨妻 綠風箏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217 錢奴金祕書 七巧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224 篡位做董娘 林曉筠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231 爭寵: 聽說愛情沒離開過 淺草茉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248 畫仙房裡的嬌兒 綠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255 前男友的計謀 簡薰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262 心機獵舊愛: 瑟瑟的幸福雨季 陳毓華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279 霸王身邊的寵姬 春野櫻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286 皇商榻前的帝女 寄秋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293 人夫管很寬 凌宓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309 天子從良 湛露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316 嬌夫 艾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323 呆頭鵝菁英 夏晴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330 私會紅杏妻 金萱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347 天價桃花夫 簡瓔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354 金窩藏貴妻 寄秋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361 敗犬閨秀 馥梅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378 旺夫小婢 春野櫻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385 招來金貴男 顏依依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392 搶當爹地 綠風箏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408 熱戀前妻 橙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415 半路當媽 林曉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花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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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427422 傻傻丟了他 金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439 蛇蠍代后 淺草茉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446 前男友的告白 簡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453 不倫剩女 綠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460 騙嫁當貴婦 七巧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477 雜役千金 凌宓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484 嫩妻傻乎乎 唐筠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491 迫嫁王爺 葉雙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507 華髮官人 湛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514 再世為妃 陳毓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521 下堂為妾 千尋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538 爬牆為妻 艾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545 穿越為妃 春野櫻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552 吸血鬼芳鄰 簡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569 惡魔老闆 凌宓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576 精靈嬌妻 金萱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583 總裁逼我嫁 唐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590 半路富千金 伊東葵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606 豪門金管家 七巧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09453 我的野外生活 Meredith Costain[作]; Gary hanna[繪]; 林于筑, 趙笠翔翻譯2013-09-00 第1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8830 大師莫言 蔣泥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8847 平衡體內微量元素,讓身體更順暢 王廣儀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8854 北醫故事: 一個私立大學的蛻變新生 吳成文, 劉傳文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宜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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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3126 美孚保養廠日活動專刊: 創新保養科技與技術規格林永憲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6247 最酷的小鳥 釋常燈圖.文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261 Research on the ekottarika-agama(Taisho 125) Dhammadinna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278 安身禪: 上班族40則安身立命指引 聖嚴法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285 禪在哪裡?: 聖嚴法師西方禪修指導. 2 聖嚴法師著; 法鼓山國際編譯組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308 聖嚴研究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輯 1

9789575986322 我的師父: 聖嚴法師智慧小故事 釋果祥著; 劉如桂繪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9143 吉隆坡.馬來西亞旅人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2013-08-00 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5879174 巴黎地鐵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2013-09-00 第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8489 大佛頂首楞嚴經(大字注音版)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502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519 拍手功治百病 侯秋東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526 解深密經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564 玉曆寶鈔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78571 太上感應篇釋錄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和裕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采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松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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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578601 深密解脫經: 菩提流支譯本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618 大乘密嚴經: 地婆訶羅譯本 (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奉制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625 大乘密嚴經: 不空譯本 (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088 兩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 呂博裕等編輯 2011-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728 服務創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七屆 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編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1087 籌碼分析不傳之秘 法意編輯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8592117 正宗多空 法意群俠作 201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5914 因為所以: 現世因果定律 陳艾妮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5914 因為所以: 現世因果定律 陳艾妮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5952 12公升的眼淚: 地瓜媽媽的12堂補修科: 幸福女人的12堂必修科陳艾妮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8865952 12公升的眼淚: 地瓜媽媽的12堂補修科: 幸福女人的12堂必修科陳艾妮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8586642 簡士哲的8位數財富的8個網賺祕笈 陳艾妮編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6659 簡士哲網路致富傳奇: 8位數財富的8個網賺祕笈陳艾妮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6666 白雪公主的回憶: 中國四大名著400個人物召集令陳艾妮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幸福10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服務事業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意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明新科大工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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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098 黃混生95油畫回顧展 陳錦輝主編輯 2011-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125 甜蜜果食: Sammi佐伴田園時光的60個水果甜點配方鍾莉婷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132 粉刺痘痘大揭祕: 你的臉為什麼好不了? Elsa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149 吃香料: 用常見的38種辛香料、香草、香花、堅果、植物油、純露做料理,天天都健康歐陽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156 寶島玩物 拔林氏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163 星級主廚環島下廚記: 尋找臺灣NO.1食材,學習大廚廚藝密技與25道法式料理松露之家雷吉斯.杜伊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77726 魔尊曲 紅塵笑笑生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079362 最穿越 蕭瑟朗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079478 拉里傳奇 蕭九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079508 金錢美人 八寸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079836 春光無限好 巨龍在咆嘯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8735 血管老化,當然會中風: 5種食物、7招保健操,血管變年輕,高血壓自己就會好!島田和幸作; 賴祈昌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742 史上最長100CM骨盆枕: 日本知名整療團隊獨家研發「骨盤枕對折運動」,短短2週局部激瘦,50招最新版狂受POSE大公開!御世話整骨院團隊設計監修; 蔡麗蓉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766 90%的事,都能10分鐘做決定: 想太多,做不了大事!9個習慣,擺脫猶豫不決和田秀樹作; 鍾嘉惠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834 「不打、不罵、不動氣」的優雅教養術: 最懂孩子的「育兒黑傑克」傳授「20招快樂教養術」奧田健次作; 卓惠娟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858 說話聲音決定你的說服力: 「聲調、咬字、音量」25堂最有魅力的說話練習課大槻水澄作; 許慧貞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

采實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長榮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234 頁，共 617 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2470 有效能的董事會: 邁向董事與董事會成功之路 Roger Barker作; 盧榮和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4964 大地工程學術研究討論會論文集. 第十五屆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著 2013-09-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4122 跳ㄅㄚ˙!梭德: 幫青蛙過馬路: 守護梭德氏赤蛙的集團婚禮劉月梅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76952 游泳池救生員複訓教材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0-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3275 一心圓法界: 學員心得實錄菁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6671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2013-06-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泳救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佛乘宗法界弘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地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荒野保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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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3535 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 林寶貴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900 幸福百分百: 宜蘭縣百歲人瑞專輯. 102年 潘岳等採訪撰稿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4630 到宜蘭博感情: 溪和三代目展示館 林國勇, 楊增泉, 張尊禎文字; 張尊禎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2806 活躍老化: 懷舊與回憶活動帶領手冊 劉黃麗娟編著 201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4605 雞籠彩羽詩集 麻名梅撰文 2011-10-00 精裝 1

9789868774612 寶貝內寮濕地導覽手冊 沈錦豐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8016 風神尬陴子弟團: 林口軒社的變遷故事 鄭智殷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愛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教育志工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市野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光塩生命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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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9770 臺灣國際女性影展專刊. 2013第二十屆 社團法人臺灣女性影像學會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379770 臺灣國際女性影展專刊. 2013第二十屆 社團法人臺灣女性影像學會作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008 失智症合併精神行為症狀病人的最佳治療及照護實務歐陽文貞主編譯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4445 南美展: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一屆 侯美雲主編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8534445 南美展: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一屆 侯美雲主編 2013-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7808 平凡貴族: 蝶古巴特拼貼工具書 王祥瑞作 2011-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37808 平凡貴族: 蝶古巴特拼貼工具書 王祥瑞作 2011-07-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406 臺灣幸福家庭力 高俊明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敏愛手工技藝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國際幸福家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美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女性影像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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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91804 玩好生命: 品格成長探索遊戲 臺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教材編輯小組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1241 史蒂芬的幸福奇遇記 陳冠儒, 陳濬程, 戴呈容編著; 蔡雅婷, 梁詠婷, 董威廷繪圖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61258 奇妙生日禮物(中日對照) 周文敏, 周文君文; 林恩妤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61265 奇妙生日禮物(中英對照) 周文敏, 周文君文; 林恩妤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61272 奇妙生日禮物(中韓對照) 周文敏, 周文君文; 林恩妤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61289 奇妙生日禮物(中印對照) 周文敏, 周文君文; 林恩妤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61296 奇妙生日禮物(中越對照) 周文敏, 周文君文; 林恩妤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2806 奇妙生日禮物(中德對照) 周文敏, 周文君文; 林恩妤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2813 奇妙生日禮物(中泰對照) 周文敏, 周文君文; 林恩妤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2820 奇妙生日禮物(中法對照) 周文敏, 周文君文; 林恩妤圖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2837 全國高中生科普論文寫作暨數位影音製作創意競賽2013We Can科普論文寫作作品集傅勝利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2844 全國國中小科普漫畫暨壁報製作創意競賽2013 You Can科普漫畫暨壁報製作作品集傅勝利等編著; 楊智惠主編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9624 客語主教材. 第十二冊 徐兆泉總編輯 2008-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46363 DSM-5,DSM-IV-TR,ICD-10及ICD-9-CM中英文精神疾病診斷分類詞彙對照歐陽文貞, 林朝誠主編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046363 DSM-5,DSM-IV-TR,ICD-10及ICD-9-CM中英文精神疾病診斷分類詞彙對照歐陽文貞, 林朝誠主編 2013-11-00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灣語言文化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精神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綠色科技發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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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479753 縱橫極地: 陳維滄攝影集 陳維滄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2622 企業管理: 全球導向的運作 鄭紹成, 陳春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3315 國際鬥牛儀軌協會組織宣言 Evatisto Bellotti, Jose Carlos de Torres, Jose Campos Canizares作; 楊晴雲等譯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8717 生意人 悅日人 漣漪人 朱平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101 小真玩魔法 高樓方子文.圖; 吳枝美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118 小真的長頭髮 高樓方子文.圖; 汪仲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8201 小空間設計の智慧與藝術: 小坪數創造大空間 火星時代編著 2012-10-00 其他 1

9789865836733 天天上演的心理戲碼,讓18位心理學大師穿越時空為你解說劉雪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005 AutoCAD室內設計實務: interior design 林妍君,許常翊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142 設計師日誌: 網格、版式、結構、字型,從基層建立你的設計靈魂南征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159 比12年國教更重要的事!: 優質家教勝過明星高中,讓孩子的卓越從小開始鳳凰動漫作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爾發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佳魁資訊

送存冊數共計：1

佳臺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肯夢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雙軌訓練教育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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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64166 王者歸來: 600個C#專案開發完整範例集 王小科, 王軍編著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5764173 看圖例學Word 2013 洪錦魁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197 提升Photoshop精緻焠鍊之美 柳赫哲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203 暢談設計模式?就從物件導向下手 劉濟華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210 王者歸來:零當機時代,使用Nagios管理伺服器、網路及系統陶利軍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234 粥膳食堂,來碗粥暖暖胃吧!:量身訂做8大類養生粥膳,週週食粥,健康無憂張曄, 左小霞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258 Android APP範例完全學習手冊 吳亞峰, 蘇亞光編著 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64265 通吃iOS及Android: 用HTML5+Script就能發開APP唐俊開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4272 每個人都想跟我買!:沒有賣不掉的產品,只有不適合的銷售手法鳳凰動漫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289 變身時尚美人:穿搭配色魔法 ArtTone視覺研究中心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296 指尖華陀:按摩也能治百病,對症取穴速查圖解 成向東, 劉紅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302 版面設計 房婷婷編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4319 王者歸來: 進擊的伺服器: 用Nginx取代Apache建立全語言種類的雲端網站陶利軍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326 3D列印.列印未來: 從虛擬到實現 3D列印大時代全民化正式啟動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333 好菜知時節: 跟著24節氣食息天地,95道應食菜餚漫食人間蜜思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364 ShiVa 3D App遊戲設計實戰 程鼎元, 林怡秀, 王思翔編著 2013-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64371 雲端運算平臺Windows Azure最佳應用開發 徐子岩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388 Windows Phone應用開發完全手冊 高雪松編著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4395 超完美色彩設計魔法書 吳桂敏編著 2013-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4401 東非熱: 追尋歷史的腳步,體驗國家地理頻道無法傳達的奧秘張波作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4418 風格彩繪: 插畫塗鴉的小確幸 曾凡麗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432 HTML 5+CCS 3網頁設計: 新手速成v.s.高手養成倪寶童, 吳東偉等編著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4449 攝影再進化: 渲染光影 愛美景攝影工作室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456 分鏡停格: 打造魅力人像攝影 張璋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463 分鏡停格: 魅力pose不NG 魏志剛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470 向世界第一的長壽村學習「不早死」的健康習慣我部政美著; 蘇立功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487 破「格」不設限: 文創設計與載體應用 Gavin Ambrose, Paul Harris作; 吳靜惠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517 王者歸來: Struts2+Spring+Hibernate框架技術與專案實戰應用陳亞輝, 繆勇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548 直接單挑VMWare: 免費Oracle VirtualBox最完整實戰聖書姜皓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555 iOS網路與雲端應用最佳化 關東升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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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809 冉茂芹油畫 冉茂芹作 2011-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01823 硯田歲月: 她們的翰墨心情 施筱雲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5702 修行絮語 古聖仙賢原著　 2010-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95702 修行絮語 古聖仙賢原著　 2010-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8389 修道真言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6418396 明德新民進修錄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418402 一貫儀式之殊勝 明德編輯室編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8419 白陽四書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8426 道濟雨華集 2012-06-00 平裝 第1輯 1

9789866418433 道濟雨華集 2012-06-00 平裝 第2輯 1

9789866418440 道濟雨華集 2012-06-00 平裝 第3輯 1

9789866418457 道濟雨華集 2012-06-00 平裝 第4輯 1

9789866418495 您為何要求「道」? 2012-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418525 聖母助道記. 天道見證篇 2006-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418532 由無常走向安樂 2013-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418549 幸福之道 2012-1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418570 佛說仁義禮智信. 仁章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418587 佛說仁義禮智信. 義章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418594 佛說仁義禮智信. 禮章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418600 佛說仁義禮智信. 智章 2012-10-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德

送存冊數共計：35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協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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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418617 佛說仁義禮智信. 信章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418624 三寶的殊勝 2012-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418631 孔門真儒: 復聖顏回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418648 孔門真儒: 宗聖曾子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418655 先天大道簡介 2012-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418679 老師的話: 慈父般的叮嚀...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2輯 1

9789866418716 傳承: 講師的愿行涵養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8723 傳承: 壇主的愿行涵養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8730 孔門真儒: 述聖子思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418747 傳承: 辦事人員的愿行涵養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8754 清靜經: 院長大人註解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8761 孔門真儒: 亞聖孟子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6418778 天道佛音 月慧菩薩著述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6418785 傳承: 開荒人員的愿行涵養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6418792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松溪道人無垢子註釋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4196 多變的光伏市場下,廠商如何突圍?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202 從全球到兩岸,遊戲產業的變化與發展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219 「輕薄化」與「動力化」為鋰電池發展兩大趨勢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226 Google Glass、Smartwatch將掀起智慧穿戴式裝置科技革命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233 突破式創新引領車輛開往智慧新世界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240 從4G LTE到LTE Advanced全球行動通訊發展趨勢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257 中國終端產業鏈發展新態勢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3810 旅行,在愛的五次元 王靜蓉文.攝影 2013-10-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兩儀開發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1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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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5719 懲罰欺騙人的青年 那麼好, 丫讓繪本主編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8533 海峽兩岸書畫藝術交流專輯. 2013 王鼎之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5628 花蓮縣書法學會暨全國書畫名家102年翰墨風雲作品聯展專輯. 第十一集陳湘華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59183 煉獄謎蹤 J.D.羅勃(J.D.Robb)著; 康學慧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213 良人. 終, 一品誥命妻 梅貝兒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220 相愛預告 橙諾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237 擁抱 單飛雪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659244 擁抱 單飛雪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59268 魅郎 余宛宛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275 冤家偷偷愛 陶樂思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282 在寂寞前離開 琳達.霍華(Linda Howard), 琳達.瓊斯(Linda Johnes)著; 安矜群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299 烈愛誘惑 麗莎.瓦黛茲(Lisa Valdez)著; 陳雅婷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305 愛情時差之同心圓 樓雨晴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312 愛情時差之分岔路 樓雨晴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336 我的野狼一二五 米琪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樹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太巴塱社區營造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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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659343 姑娘非嫁不可 阮眠眠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350 愛情烘焙中 喬敏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367 跟我結婚吧! 子澄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374 二手妻 梅貝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659381 二手妻 梅貝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59404 新娘向前走 蘇珊.伊莉莎白.菲力普斯(Susan Elizabeth Phillips)著; 郭軒盈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411 愛情,上映中 樓雨晴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428 癡心不換 季可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659435 癡心不換 季可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59459 不再有淚 琳達.霍華(Linda Howard)著; 何毓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466 撒哈拉之湖 雪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林秀徽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503 居心叵測草食男 夏喬恩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074 Action grammar Jim Zhang, Olivia Lin[文]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1401 檯頭苦幹: 從香港到臺灣, 李三財的0元創業實錄李三財作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59237 笑塵洗筆錄: 劉雲樵大師書法專輯 許秋德總編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鴻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學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武壇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4

長頸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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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5164218 燄凰: 校園秘印 吳柔萱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164225 Candy girl卡卡 蝦米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232 愛的漫畫教學 木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8624 玉曆寶鈔白話.原文 2013-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8948631 大道理: 人生必讀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0525 我願是妳的風景: 羅葉詩選 羅葉作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70501 樂光流影: 臺灣流行音樂思路 翁嘉銘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0501 樂光流影: 臺灣流行音樂思路 翁嘉銘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6739 奇蹟半生緣 派屈克.米勒(D. Patrick Miller)著; 陳夢怡, 若水合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4032 奇蹟課程(中英對照) 若水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8154049 <>中英對照新譯本（簡體中文） 若水譯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羅博客

送存冊數共計：2

典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奇蹟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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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677821 生命像雲彩 黃咸錚著 2011-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677807 紗帽山.壁 楊國宇作 2010-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0377 臺灣文創產業先驅: 曹日章 曹日章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76889 就是愛旅遊 吳品鋒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954 文雨飛陽: 蘭陽青年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二屆 蘇麗春主編 2013-07-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5753 普通高級中學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大學.中庸課本王慧茹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574435760 普通高級中學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大學.中庸教師手冊王慧茹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1398 大成功!葛森醫師癌症療法 馬克斯.葛森(Max Gerson)作; 張家瑞翻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91411 愛情神話 佩托尼奧(Petronius)作; 陳蒼多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428 問對了!神明才會告訴你答案 王崇禮, 柿子文化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91435 百鬼夜宴: 這些人,那些鬼 栾保群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柿子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寶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蘋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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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91442 百鬼夜宴: 那一夜,我們一起說魂 栾保群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459 靈驗!我在人間看見拜拜背後的祕密: 聽神探靈問人生,靈界調查員的求神啟示錄宇色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466 夢想德國: 為什麼德國人可以打造完美賓士,還有時間優雅逛花園?林家羽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5382 「融鑄」與「進程」: 朱熹<>之歷史思維 陳逢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6956 悠然一世情: 孫繼泉董事長專刊 南山中學著 2012-07-00 精裝 2

9789868586970 劉靈寰書畫集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8586987 自在運行: 黃哲夫水墨心境創作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7069 探訪六道之阿修羅界 佛一禪師作 2013-10-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1476 八尺門: 再現2%的希望與奮鬥 關曉榮圖文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3840 大地呻吟: 中國基層政權運作現況的觀察與思考野夫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3857 穿越世紀的情書: 寫給巴黎藝術家的21封信 羅婉儀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3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帝尹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山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璧慈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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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461322 亂世佳人 瑪格麗特米契兒(Margaret Mitchell)原著; 薛尼霍華(Sidney Howard)編劇; 劉瑞綿譯2011-08-00 第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86800 丙級用電設備檢驗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黃如逵編著 2012-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9696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實習總複習. 2014最新版 陳興財編著 2013-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9702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附解答). 2014最新版王金松編著 2013-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9870 升科大四技電子概論與實習總複習 高敏聰, 張峻榮編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128 升科大四技普通化學(含實驗)精要(附解答) 趙威編著 2013-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0197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滿分學習講義(附解答) 張國彬編著 2013-05-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0203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升學寶典 陳重銘編著 2013-06-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2191798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過關秘訣 華成工作室編著 2013-10-00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85137 阿明、阿桃學長拳. 3, 連環腿篇 徐紀口述; 唐淑霏整理撰稿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32386 天譴式戀愛 鶖翎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409 寂寞雙生 雲青瓶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416 甜蜜蜜情人 攸齊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9057 旗開得勝小四數學課後講義. 下 謝震等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9453 新細說高中數學教學講義選修. I 羅添壽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乙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建弘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248 頁，共 617 頁



9789866119446 新細說高中數學教學講義選修. I 羅添壽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甲冊 1

9789866119521 數學小品. 1, 代數 陸思明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9538 數學小品. 2, 幾何 陸思明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9545 數學小品. 3, 綜合 陸思明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9613 新細說高中數學教學講義選修. II 羅添壽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甲冊 1

9789866119651 因式分解 吳宗隆等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9781 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吳宗隆等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9903 大學學測夯型數學. 103 羅添壽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9927 國中數學一回一重點. 基礎解答篇 劉博義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19958 旗開得勝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張宏程等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003 活用高中選修化學教學講義. 下 陳祖望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195 高竿地理學測總複習 黃晉元, 黃政源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201 新細說高中化學複習講義 張乃文, 薛勝雄, 徐亞丘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294 活用自然會考通. 三 ,理化(南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300 活用數學會考通(綜合版)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41317 活用數學會考通(綜合版)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41331 活用自然會考通. 一, 生物(翰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348 活用自然會考通. 一, 生物(南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355 活用自然會考通. 三, 理化(翰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362 活用自然會考通. 一, 生物(康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379 活用自然會考通. 三, 理化(康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386 活用微積分考前總整理 唐震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1393 幾何推理與證明 吳宗隆等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409 活用國中歷史會考複習講義(5-6冊) 陸家齊, 葉林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416 二次函數 吳宗隆等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430 部訂高中古文三十篇 楊鴻銘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447 國中國文閱讀素養: 二部曲 林達, 張敬仁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454 活用中年級數學圖解法教學講義 陳中明, 陳麗娟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478 活用數學會考通(綜合版)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冊數共計：31

送存種數共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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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7806 高雄15: 高雄城市轉化紀實. 1998-2013 吳英明等作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2208 空的記憶 洪瑞薇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7149 Tshit.tho柒淘: 玩物賞誌 王盈發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200 寂默編年 形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8991217 寂默編年 形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8991224 寂默編年 形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5159 殯葬文化學: 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讀 王夫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5911 說書人: 材質與創作研究展 說書人藝術團隊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3

威仕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可特品牌企劃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生原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城市治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狠主流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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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9396 方天龍實戰秘笈系列. 3, 你抓得住漲停板嗎? 方天龍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9440 系列. 4, 股票+權證必殺技 方天龍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6489495 系列. 5, 7個避險策略,決定你98%的暴富成功率 方天龍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489518 籌碼細節 方天龍作 2013-10-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9525 看盤選股 新米太郎編著 2013-10-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9532 主力想的和你不一樣 全新增訂版 方天龍作 2013-10-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9549 當沖大王 方天龍作 2013-10-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79434 設計大觀. 10 黃湘娟總編輯 2011-02-00 平裝 1

9789868079427 吃對才健康: 遠離病魔的15種飲食習慣 日野原重明, 天野曉作; 陳惠莉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1319 閱讀經典女人: 孟小冬 許錦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1326 閱讀經典女人: 林徽因 田時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1340 大法輪 聖法法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1357 哲學騎士 利文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2306 不吃主食,1週速瘦6公斤: 「限醣飲食減肥法」讓你減重無痛苦,更不會復胖桐山秀樹著; 黃瓊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313 有些事你不知道,永遠別想往上爬!: 破除「自我欺騙」盲點,簡單解決職場困擾,提升面對問題能力亞賓澤協會作; 吳孟儒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320 開運大預言之馬到成功. 2014年 春光編輯室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思行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春光

送存冊數共計：2

恆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美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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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22337 在我離開之前 強納森.崔普爾著; 陳岳辰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344 星期一的邀約信 西西莉雅.艾亨(Cecelia Ahern)作; 張明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351 不要像機器人一樣的工作: 半澤直樹教你除了「百倍奉還」之外的30件事楊煦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138872 股經寶典 林成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1617 戀愛,我好想 綸尚綸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1662 臺灣,我的血點: 林煥彰詩集 林煥彰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1679 沒膝的積雪: 葉丹詩集 葉丹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1686 集郵達人來開課: 帶你從鑑賞郵票品味世界 王華南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1693 暗箭: 原創武俠小說 獨幕劇聖手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209 基督的臉: 喬林詩集 喬林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216 小說之道: 小說藝術的哲學思考 鄭錠堅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223 搭JR鐵道遊北海道.東北 蔡碧航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230 向一根半透明的電線桿祈雪: 蘇家立詩集 蘇家立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247 獵帝 詩念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261 神棍: 范家駿詩集 范家駿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278 柳絮飛來片片紅 心水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285 瑞典社會民主主義模式評介: 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鑰匙?高鋒, 時紅編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292 企業風險管理實務 葉長齡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420 江湖訣.禪念無鋒 林莫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254 臺灣詩人側顏 莫渝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5468 詩人札記 陳銘堯作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5475 七年: 愛戀生活札記 簡兒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5701 慾情.神情: 黃厚基詩集 黃厚基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

建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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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69264 禁忌之子 蒔舞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9455 惡魔引路人 羅陵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069462 鬼王異聞錄 草子信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069479 轉身 黯月星辰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9486 轉身 黯月星辰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9493 主角之書 雲易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069509 山雞精要做大妖怪 塵夜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9585 山雞精要做大妖怪 塵夜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9592 山雞精要做大妖怪 塵夜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9714 山雞精要做大妖怪 塵夜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069516 未果湖 江洋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547 愛慾城市: 瑕疵 貞穎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0370 愛慾城市: 瑕疵 貞穎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9561 水魅 樊落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9578 水魅 樊落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9608 心中有鬼之於心有愧 紙醉金迷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615 心中有鬼之低等動物 紙醉金迷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639 無限進化 浮塵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069646 卡巴斯基 麋小鹿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660 天敵之艾梅莱 扶搖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9677 天敵之艾梅莱 扶搖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9721 江南 末回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9769 魅不可擋之生命線 蒼海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820 機關算盡 七草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9837 機關算盡 七草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9899 掌紋師. 3, 移情之紋 靈雪狐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905 鬼王異聞錄. 肆之卷, 壬王 草子信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9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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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069912 惡魔引路人. 7-9, 戰神 羅陵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0202 惡魔引路人. 7-9, 戰神 羅陵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035 惡魔引路人. 7-9, 戰神 羅陵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069929 禁忌之子 蒔舞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069950 100封情書 榎田尤利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967 雙重陷阱 榎田尤利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998 林神仙的故事 妖蝶火舞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059 上海金魚 かわい有美子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080 傳說之外 草子信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0097 傳說之外 草子信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0158 長夜未央 蘇容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264 海盜船長 赫斯辛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0271 海盜船長 赫斯辛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0288 鬼醫 兔子塔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318 山雞精要做大妖怪之千年之癢 塵夜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349 掌紋師. 4, 吞靈之紋 靈雪狐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0363 掌紋師. 4, 吞靈之紋 靈雪狐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356 掌紋師. 4, 吞靈之紋 靈雪狐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0387 正邪不兩立 清靜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0400 正邪不兩立 清靜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394 正邪不兩立 清靜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0417 金玉其外 起霧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0424 金玉其外 起霧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646 朝露 筱懸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0752 朝露 筱懸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653 愛,止步 綺步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660 海盜船長 赫斯辛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0677 謝謝你和我愛你 末回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691 勇者和龍的觀察日記番外 靈雪狐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721 蛇妖 君夫人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0738 蛇妖 君夫人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第 254 頁，共 617 頁



9789862960820 差強人意的婚姻 熒夜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0837 差強人意的婚姻 熒夜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868 海盜船長 赫斯辛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0912 狐妖 君夫人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0929 狐妖 君夫人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278 單向道 綺步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292 都市奇緣之那一段星光 樊落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315 都市奇緣之那一段星光 樊落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308 都市奇緣之那一段星光 樊落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1308 都市奇緣之那一段星光 樊落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1346 玉銷魂 羅蓮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377 璃錚 筱懸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384 璃錚 筱懸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391 斷陽春 白日夢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1599 斷陽春 白日夢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1469 門派養成日記 玄晴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1476 門派養成日記 玄晴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1551 錢途無量之識君 色如空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612 冥神 風之萬里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629 冥神 風之萬里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667 Super大俠 焰雪雪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674 Super大俠 焰雪雪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711 幻想商人. 2, 解答之火 林賾流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742 昊天罔極之七小福大風吹 清靜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759 昊天罔極之七小福大風吹 清靜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766 斷陽春 白日夢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1773 朱焱 銀河川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780 朱焱 銀河川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810 傾城月 羅蓮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827 南渡 巫羽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834 南渡 巫羽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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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961858 安康 聿暘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919 薄荷協奏曲 林紫緒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926 薄荷協奏曲 林紫緒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933 圈養貓咪 天一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940 七元解厄外傳瀆龍君 顧懿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957 七元解厄外傳瀆龍君 顧懿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964 幻想商人 林賾流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1971 斷陽春 白日夢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1988 終點站 綺步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995 終點站 綺步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2008 終身制奴才 梅八叉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2022 獸人星球之禁忌之血 風之萬里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2039 獸人星球之禁忌之血 風之萬里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2046 星雲物語. 七, 暗黑幽禁 閃靈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060 海盜船長 赫斯辛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2091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一季 顧懿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2114 小熊餅乾 阿單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152 妖怪奇譚之魔蟲附體 怪盜紅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169 合同制奴才 梅八叉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2176 合同制奴才 梅八叉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2183 一隻小貓的修仙之路 朱小蠻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2190 一隻小貓的修仙之路 朱小蠻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2206 幻想商人 林賾流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2213 斷陽春 白日夢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2411 斷陽春 白日夢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2220 亡命之徒的退休生涯 狐狸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237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一季 顧懿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2367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一季 顧懿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2275 海盜船長 赫斯辛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2428 幻想商人. 5, 傷心墳場 林賾流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503 幻想商人. 6, 狐狸與花 林賾流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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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962510 一笑風塵之紅倌 色如空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2527 一笑風塵之紅倌 色如空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2572 野獸養成指南 熒夜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2589 野獸養成指南 熒夜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2626 星雲物語. 九, 最後通牒 閃靈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701 窗外 小林子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725 幻想商人. 7, 時光小巷 林賾流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770 主角之書 雲易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62756 主角之書 雲易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62763 主角之書 雲易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62824 男后之成王敗后 焰雪雪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2848 男后之成王敗后 焰雪雪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2831 男后之成王敗后 焰雪雪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2855 諾亞動物病歷 顧懿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2862 前世的戀人 小林子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909 幻想商人. 8, 金銀禮物 林賾流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916 示見之眼. 一, 深夜一點零六分的偶遇 蒔舞著 2012-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962923 示見之眼. 二, 曙光乍現 蒔舞著 2012-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962930 示見之眼. 三, 撥雲見日 蒔舞著 2012-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962954 青龍侍 月佩環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2961 青龍侍 月佩環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2978 浪蕩江湖之任俠 緒慈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2985 浪蕩江湖之任俠 緒慈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2992 我的蛋蛋是拯救世界的蛋蛋 魚璣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3012 在劫難逃 松鼠桂魚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3029 在劫難逃 松鼠桂魚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3067 禁忌之子 蒔舞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3135 諾亞動物病歷 顧懿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3142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3159 我的蛋蛋是守護世界的蛋蛋 魚璣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3197 罄竹難書之飛賊小蘭花 緒慈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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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963210 在劫難逃 松鼠桂魚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3265 戀愛新鮮人 高尾理一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272 示見之眼 蒔舞著 2012-09-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3289 示見之眼 蒔舞著 2012-09-00 再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3296 示見之眼 蒔舞著 2012-09-00 再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3302 跳水王子爆米花 風弄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3319 江南春之梨花落 扶蘇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3326 江南春之梨花落 扶蘇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3357 暖 末回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388 奸角 塵夜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3395 奸角 塵夜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3401 奸角 塵夜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3425 罄竹難書之月下美人 緒慈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432 諾亞動物病歷 顧懿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3449 12點鐘響前的灰姑娘 日千環有花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456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二季 顧懿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3463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二季 顧懿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3593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二季 顧懿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3487 罄竹難書之碧海青天 緒慈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562 在劫難逃 松鼠桂魚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3579 在劫難逃 松鼠桂魚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3708 在劫難逃 松鼠桂魚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3715 在劫難逃 松鼠桂魚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63586 法則系列. 一, 無法 夜非夜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609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3944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3630 黃金劍 困困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3647 黃金劍 困困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3722 玄龍玦 月佩環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3739 玄龍玦 月佩環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3746 意外事件之再見愛 色如空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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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963753 意外事件之再見愛 色如空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3784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二季 顧懿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3937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二季 顧懿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3807 火星公主 夜非夜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3982 火星公主 夜非夜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3814 天師執位. 第三部. 五, 酆都 樊落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3821 天師執位. 第三部. 五, 酆都 樊落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3838 法則系列. 二, 逆法 夜非夜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906 親愛的愛蜜莉 吐維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3913 親愛的愛蜜莉 吐維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3951 重生之後. 1, 新生 瑞者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968 幻想商人. 9, 邊緣夜舟 林賾流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999 示見之眼 蒔舞著 2012-12-00 再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64002 示見之眼 蒔舞著 2012-12-00 再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64019 示見之眼 蒔舞著 2012-12-00 再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64026 幻想商人. 10, 靈魂暗影 林賾流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040 在劫難逃 松鼠桂魚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64071 相思有害 困困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101 諾亞動物病歷 顧懿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4118 禁忌學園. 1, 遲到者的宿舍 雲易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156 發情 岩本薰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170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三季 顧懿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4217 蒹葭 蒟蒻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224 蒹葭 蒟蒻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4293 折碧 月佩環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309 折碧 月佩環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4316 一物不將來 禪狐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347 法則系列. 三, 亂法 夜非夜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354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三季 顧懿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4545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三季 顧懿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4361 重生之後. 3, 危雲 瑞者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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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964378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64583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64385 繁華落盡 熒夜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392 繁華落盡 熒夜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4439 重生之男子軍校 冬瓜.泡椒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4453 百鬼吟 優珞兒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2964460 百鬼吟 優珞兒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2964477 獸人星球之小熊別跑 風之萬里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484 獸人星球之小熊別跑 風之萬里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4538 象牙塔裡的王子 骨谷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552 深淵. I, 火龍之卷 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569 深淵. II, 白銀之卷 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576 深淵. III, 闇羽之卷 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606 重生之後. 4, 驚變 瑞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613 禁忌學園. 2, 考試時間 雲易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620 浪蕩江湖之將軍宴 緒慈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4644 隔壁鄰居 人雨而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4651 誅妖. 二, 轉生 扶蘇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668 白龍刺 月佩環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675 白龍刺 月佩環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4682 百鬼吟外傳: 雙罪 優珞兒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699 天師執位. 第三部. 八, 記憶 樊落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705 天師執位. 第三部. 八, 記憶 樊落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4712 除魔事務所 白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4729 除魔事務所 白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4743 重生之男子軍校 冬瓜.泡椒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4750 禁忌學園. 3, 金算珠 雲易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767 十殿. 1, 新厝 晝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774 新秩序. 1, 一觸即發 嚴瑜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804 誅妖. 三, 謀皮 扶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811 如兄如父 熒夜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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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964828 作為一個妖怪 骨谷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835 直腐不兩立 雷雅司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842 網遊心計 優酪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859 底線 朱小蠻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866 暮色盡頭 起霧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873 魔王與終焉雪: devil and warrior 拆野拆替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5061 魔王與終焉雪: devil and warrior 拆野拆替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4880 無情璧 月佩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897 無情璧 月佩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4903 禁忌學園. 4, 恩將仇報 雲易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927 十殿. 2, 神降 晝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934 新秩序. 2, 全面爆發 瓶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941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64972 重生之男子軍校 冬瓜.泡椒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4989 重生之男子軍校 冬瓜.泡椒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4996 隔壁鄰居 人雨而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5009 翰林公子升職記 熒夜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016 浪蕩江湖之將軍宴 緒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5023 誅妖 扶蘇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5030 誅妖 扶蘇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5047 天師執位. 第三部 樊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65054 原來是愛情 不思茗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078 魔王學園爆走中: 第一話 拆野拆替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290 重生之後. 第二部 瑞者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6096 雲上的廚房 日千環有花著; 文婉珍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6287 鳳于九天(漫畫版) 風弄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6393 傲慢君主的專屬契約 高尾理一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7062 天師執位. II. 五 樊落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7079 天師執位. II. 五 樊落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7178 典藏風弄: 悲慘大學生活 風弄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7185 典藏風弄: 害 風弄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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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067369 君醉塵香 瑞者著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067505 主角之書 雲易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7505 主角之書 雲易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7512 王道進化 冬瓜, 扇子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7512 王道進化 冬瓜, 扇子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7581 武陵春 瑞者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7819 王道進化 冬瓜X扇子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7819 王道進化 冬瓜X扇子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7932 主角之書 雲易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7932 主角之書 雲易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7895 金玉王朝. 第一部 風弄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7895 金玉王朝. 第一部 風弄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7918 金玉王朝. 第一部 風弄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7918 金玉王朝. 第一部 風弄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7901 金玉王朝. 第一部 風弄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067901 金玉王朝. 第一部 風弄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067925 無限進化 浮塵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7970 衷情: 城下之盟 起霧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7970 衷情: 城下之盟 起霧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8069 毒君魅心 方淨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8069 毒君魅心 方淨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8120 禁忌之子 蒔舞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8120 禁忌之子 蒔舞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8175 鬼王異聞錄 草子信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8182 孤芳不自賞 風弄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8205 孤芳不自賞 風弄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8311 浪蕩江湖之烏衣魔教 緒慈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8328 浪蕩江湖之烏衣魔教 緒慈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8335 無限進化 浮塵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8410 兔醫生與流氓虎 本間アキラ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8410 兔醫生與流氓虎 本間アキラ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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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068427 兔醫生與流氓虎 本間アキラ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8427 兔醫生與流氓虎 本間アキラ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8533 王道進化 冬瓜X扇子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8533 王道進化 冬瓜X扇子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8564 十三分死神 樊落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8762 機甲神兵之重生 冬瓜, 泡椒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8762 機甲神兵之重生 冬瓜, 泡椒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8779 機甲神兵之重生 冬瓜, 泡椒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8779 機甲神兵之重生 冬瓜, 泡椒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8816 王道進化 冬瓜X扇子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068816 王道進化 冬瓜X扇子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068847 青絲雪 月佩環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8878 另一種人生外傳. 2 聿暘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8885 另一種人生外傳. 2 聿暘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9028 禁忌之子 蒔舞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9028 禁忌之子 蒔舞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9059 耽色 喜喜果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066 鬼王異聞錄 草子信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9066 鬼王異聞錄 草子信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428 全新英語聽力測驗(八年級/高階版). 上 2013-07-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44811 GANTZ殺戮都市Minus 奧浩哉原作; 日下部匡俊小說; 洪子喬譯 2011-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45184 GANTZ殺戮都市/EXA 平山夢明, 真藤順丈小說; 洪子喬譯 2011-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45368 把妹瞬殺心理學: 催眠專家的SEX誘導技 林貞年作; 卓惠娟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216

送存冊數共計：325

建如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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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046983 數位攝影大解密300: 原廠不會告訴您的機密知識邱元鴻總編輯; 邱聖雯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48918 Ghost Hunt惡靈系列. 2, 人偶的牢籠 小野不由美著; Hana譯 2012-08-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49427 享受吧!一個人的SEX: 千萬部落客Sally Q的情趣體驗Sally Q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49618 男人就愛吃這套: 讓他銷魂飛天的52招口愛技巧Sonia Borg作; 趙小虎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49625 女人其實都想要: 讓她高潮迭起的50招口愛技巧Sonia Borg作; 趙小虎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49809 妄愛 蘿倫.奧立佛作; 謝雅文譯 2013-07-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49939 海貓悲鳴之時Episode 2 竜騎士07作; 邱鍾仁譯 2012-09-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0508 海貓悲鳴之時Episode 2 竜騎士07作; 邱鍾仁譯 2013-09-00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0652 吸血鬼與愉快的夥伴 木原音瀨作; 蕭嘉慧譯 2013-08-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0737 銀月巫女 夢三生作 2013-07-00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0744 銀月巫女 夢三生作 2013-07-00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1154 溫柔S的養成法 榎田尤利著; 高山雪譯 2013-02-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1635 城隍異聞錄 千紙作 2013-06-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1673 把妹瞬殺進化論: 搭訕到上床手到擒來速成45招梁太民著; 陳冬雪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1826 愛戀無人島 木原音瀨作; 王美娟譯 2013-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1871 格雷的50種房內遊戲: 愉虐性愛BDSM 黛博拉.麥克勞德(Debra Macleod), 唐.麥克勞德(Don MacLeod)著; 趙小虎譯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1918 業火顯亂: 二重螺旋. 6 吉原理惠子作; Miyako譯 2013-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2045 寄生彼女砂奈 砂義出雲作; 洪子喬譯 2013-07-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2014 驚嘆號 二宮敦人作; 王炘珏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2076 親愛的交涉人: 極道交涉人. 6 榎田尤利著; 皇子譯 2013-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2151 虐待狂刑警: 蝴蝶效應殺人事件 七尾與史作; 陳梵帆譯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2267 BOY.MEETS.HEART!. 2, 她的芳心純情可愛? 鳥羽徹作; 李惠芬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281 推薦一起共度初體驗的她 朝野始作; 黃健育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2359 I.S(Infinite stratos) 弓弦イズル作; 陳梵帆譯 2013-06-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2366 I.S(Infinite stratos) 弓弦イズル作; 陳梵帆譯 2013-06-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2373 謊言悖論 墨宇潾作 2013-06-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2380 少女大神! 6,地上波初登場大全 比嘉智康作; 曾玲玲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2397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2013-06-00 一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52410 鎮邪甲冑: 劍獅 Barz作 2013-05-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2496 兩個爸爸 砂床あい著; Kumako譯 2013-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2519 極惡綁票令 西顧著 2013-06-00 1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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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052526 青鳥飛過之處 傾城無色作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2533 風景攝影必修的「曝光」技法 井村淳等作; 游兆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564 My Lovely[]妖狐婚約 沐茜茜作 2013-08-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2571 迷幻果實Lotus Dealer: 氣泡戀人 Puckio作 2013-08-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2588 東雲侑子熱愛短篇小說 森橋賓果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595 來革命吧!覆盆子 雷明作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2618 Crash!. 1, 命運的鼻血 藤原友佳原作; 廣瀨晶作; 林宜錚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632 青青小熊旅遊札記. 3, 開心去旅行 特色主題路線輕鬆玩青青小熊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663 天京夢華錄之絳痕血淚 東方紅作 2013-06-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2670 蔚藍之遮 意外作 2013-06-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2700 數位電影攝影機完全攻略 玄光社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724 看頂尖高手示範焦點插畫. 少女的祈願篇 Kazuki Yone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748 I.S(Infinite stratos) 弓弦イズル作; 凌虛譯 2013-06-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2755 I.S(Infinite stratos) 弓弦イズル作; 凌虛譯 2013-07-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2762 學戰都市Asterisk. 1, 姬焰邂逅 三屋咲ゆう作; 陳冠安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779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2786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相樂總作; 陳冠安譯 2013-08-00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2793 罪人與龍共舞 淺井Labo著; 迦羅譯 2013-11-00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2809 農林 白鳥士郎作; 鄭翠婷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2816 緋彈的亞莉亞: Reloaded Cast off Table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2823 你的侍奉只有這種程度嗎? 森田季節作; 曾玲玲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2830 不適合交換殺人的夜晚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854 最後一戰: 瑞奇之隕 艾力克.尼倫德作; 張可婷譯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052861 粉墨青春愛戀 林書玉著 2013-07-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2885 現在開始drawing: 拿筆到畫線、構圖到完稿,最扎實的素描創意練習吳恩定著; 蕭茹尹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892 神龍教練到我家: 12週驚人體態實證決定版!揮別啤酒肚、弱肌變洛基!神龍教練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908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朝野始作; 王靜怡譯 2013-08-00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52915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2922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作; 涂祐庭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2939 我的朋友很少CONNECT 平坂讀作; 簡秀靜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2953 雙胞胎與青梅竹馬的四人命案 森田陽一作; 陳怡帆譯 2013-07-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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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052977 光在地球之時....... 5, 末摘花 野村美月著; Hana譯 2013-08-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2984 歡迎光臨美少女遊戲世界addon: silver bullet 田尾典丈著; 梁恩嘉譯 2013-07-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2991 許個願吧!大喜 顆粒著 2013-08-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3004 雞排王子 林珉萱著 2013-08-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3028 盟約的利維坦 丈月城作; 黃健育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3035 東雲侑子開始喜歡戀愛小說 森橋賓果作; 李惠芬譯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3042 童話DOREMI: 千皮獸.小紅帽 林青慧著 2013-08-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059 樂園的寶藏 林亭葳著 2013-08-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3073 <>畫冊: 菊池政治Art Works 菊池政治作; 王靜怡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080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海冬零兒作; 陳梵帆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3097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作; 陳冠貴譯 2013-08-00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3103 森魅幻境. 2, 抉擇 亞曼達.霍金作; 黃涓芳譯 2013-08-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110 絕叫學級. 1, 禁斷的遊戲篇 石川惠美原作; 桑野和明作; 籃球丸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3127 小雞之戀. 1, 我,有了喜歡的人! 雪丸萌原作; 松田朱夏作; 游若琪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3141 驚嘆號 二宮敦人作; 王炘珏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3134 驚嘆號 二宮敦人作; 王炘珏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3158 話說不好,忙到死也不討好!: 讓老闆閉嘴、客戶買單、同事信賴的職場好命GAS說話術王介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165 東方異繪本山海繪. 海外經篇 白晝夜行工坊LOIZA等繪 2013-08-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1053172 東方異繪本山海繪. 大荒經篇 白晝夜行工坊LOIZA等繪 2013-08-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1053189 旬味.野菜: 春夏秋冬當令食蔬讀本 庄司泉著; 黃瓊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196 IS(Infinite Stratos) 弓弦イズル作; 陳梵帆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3202 IS(Infinite Stratos) 弓弦イズル作; 陳梵帆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3226 翻白眼吧!溫蒂妮小姐。 溫蒂妮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240 Minecraft DIY大事典 尖端出版1-2編輯部[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257 釣魚配備應用百科. 海水魚篇: 史上最完整139種海釣釣組收錄Rod and Reel選書; 李家文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264 便當,你好。:一打開就微笑的幸福感便當 金秀娟著; 張怡婷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288 圖解數位攝影338解惑大百科 青柳敏史等作; 邵明質, 楊欣達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301 夜景攝影: 大師不會說的關鍵技巧 青柳敏史等作; 林克鴻, 楊欣達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318 水月魔法戀 彭雪芬著 2013-08-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332 絕叫學級. 2, 黑暗中的惡人們篇 石川惠美原作; 桑野和明作; 籃球丸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3349 藍眼淚 觀止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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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053356 唯愛 蘿倫.奧立佛(Lauren Oliver)作; 蔡心語譯 2013-10-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363 Crash!. 2, 衝擊性的出道! 藤原友佳原作; 廣瀨晶作; 林宜錚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3387 走路就能瘦: 走一圈,瘦一圈!無感甩肉5公斤,養成超模完美S曲線的健走8週計畫Sahra Kim著; 蔡秉玲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394 首爾江南10個非玩不可 張治恩著; 張鈺琦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400 不脫衣的男人 木原音瀨著; 王美娟譯 2013-09-00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3417 不脫衣的男人 木原音瀨著; 王美娟譯 2013-10-00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3424 龍孃七七七埋藏的寶藏 鳳乃一真作; 林宜錚譯 2013-09-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3431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2013-10-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3448 IS(Infinite Stratos) 弓弦イズル作; 梁恩嘉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3455 OUTBREAK COMPANY萌萌侵略者 榊一郎作; 賴祈昌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3462 狗與剪刀必有用 更伊俊介作; Hana譯 2013-09-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3479 蒼柩的青金石 朝野始作; 王靜怡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3486 尋找阿拉斯加 約翰.葛林作; 黃涓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493 盟約的利維坦 丈月城作; 黃健育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3509 B.A.D事件簿. 7, 繭墨不在乎人偶的悲傷 綾里惠史作; 朱莉安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3516 拿出男子氣概吧!倉田君! 齋藤真也作; 羅愷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3523 IQ數獨300 TIME INTERMEDIA編輯部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530 有花真好: 小花.小器手感花草設計 李有珍著; 林美惠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547 學戰都市Asterisk. 2, 銀綺覺醒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3554 我的朋友很少Universe 平坂讀作; 陳冠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3578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2013-09-00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53585 Fate/Zero 虛淵玄作; hundreder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3592 好想趕快成為名偵探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608 花物語 西尾維新作; 張鈞堯譯 2013-09-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615 可愛感!布作動物雜貨: 25款超Q布小物,會用針線就會做李恩周作; 林美惠譯 2013-09-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622 CG圖層活用術: 打好電繪底子就從圖層開始 おぎのひとし[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646 這就是我想要的家: 22個微空間的美好設計提案,感受日常的小確幸!金秀炫著; 陳品芳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653 聽見下雨的聲音: 方文山導演創作印記 方文山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660 攝影技巧326解惑大百科 CAPA特別編輯作; 林璟辰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677 絕叫學級. 3, 搖搖欲墜的友情篇 石川惠美原作; 桑野和明作; 籃球丸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3684 獨角獸的美味戀曲 四十九川作 2013-10-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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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053714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6.5 裕時悠示作; 陳冠貴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721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海冬零兒作; 陳梵帆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53738 東雲侑子將繼續愛著所有小說 森橋賓果作; 李惠芬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3745 雙胞胎與青梅竹馬的四人命案 森田陽一作; 陳怡帆譯 2013-10-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3769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3776 學生會偵探桐香 杉井光作; 林佩瑾譯 2013-10-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3783 心連.情結. 6, 夢想青春 庵田定夏著; 邱憶薇譯 2013-10-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806 笨蛋,測驗,召喚獸 井上堅二作; YAKUMO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53820 男之花道 木原音瀨作; 王美娟譯 2013-11-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837 你的侍奉只有這種程度嗎? 森田季節作; 曾玲玲譯 2013-11-00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3868 釣魚配備應用百科. 淡水魚篇: 史上最齊全88種河川.湖沼常用釣組收錄Rod and Reel選書作; 李家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899 影片專題製作入門指南 內田一夫作; 林克鴻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53967 EX! 織田兄第著; 黃彥彰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4001 HARD TIME: 誘惑的枷鎖系列外傳 英田沙希作; Miyako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032 對你的愛戀 凪良ゆう作; 熊瑾玲譯 2013-11-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4049 推薦一起共度初體驗的她 朝野始作; 黃健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4117 Canon EOS 70D數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38632 跨越邊界: 當代遷徙的因果 Reter Kivisto, Thomas Faist作; 葉宗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8632 跨越邊界: 當代遷徙的因果 Reter Kivisto, Thomas Faist作; 葉宗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8687 國際關係理論: 學科的面貌 Tim Dunne, Milja Kurki, Steve Smith作; 葉宗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8687 國際關係理論: 學科的面貌 Tim Dunne, Milja Kurki, Steve Smith作; 葉宗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7384 符號理論による敬語表現過程の指導法の研究 尾崎学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414 東亞語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 越南區域研究之重要性會議論文集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138

送存冊數共計：144

韋伯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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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867421 基礎日文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基礎日文教材編輯小組編著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7867445 インカ先生やさしい たのしい日本史教室 孫寅華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67452 インカ先生やさしい たのしい日本史教室 孫寅華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577867469 自然言語処理技術を利用した日本語語彙学習支援システ厶の構築とその教育効果施列庭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476 中國近現代史概說 陳鵬仁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483 日本語能力測驗N1.N2文法對策 行田悅子, 深谷久美子, 渡邊攝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490 作品の意匠 黃如萍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506 グロ一バル化における労働市場の変容: 非正規雇用の現状と労働政策張瑞雄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513 基本色彩語彙における多義構造の分析: 日本語と中国語の「五色」を中心に蔡豐琪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520 戦前の社会教育論と補習教育: 個人の自由か社会規範か佐野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537 農業經濟學: 從日本角度出發 荏開津典生著; 任耀庭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3041 叩愛 秋倚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3058 亂世兒女 梁秀榆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53072 佛在心中莫遠求 羅果銘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49061 領導力的五大修煉: 學員手冊 詹姆斯.庫塞斯(James M. Kouzes), 巴瑞.波斯納(Barry Z. Posner)2011-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4400 網路情人之恐怖大全 狠角舍作者群著 2012-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454417 夜葬之恐怖大全 狠角舍作者群著 2012-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454431 蝸牛汁 齊天欣作; 齊天如繪圖 2013-09-00 第1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哈佛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狠角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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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5290 芭樂愛情 菌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3808 月亮先生 晨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3815 流光咖啡館 琉影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3822 向日葵不開 煙波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0320 大中山旅人手帖 韓良露總編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0337 大中山旅人手帖(日本語版) 韓良露總集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344 大中山旅人手帖(英文版) Han Liang-Lu[主編]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950351 天母村誌 韓良露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33122 輕鬆的學習文化歷史: 世界國旗百科 宋英秀作; 宋在浩繪圖; 陳馨祈翻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1043 青少年國學經典漫畫: 論語 王艷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153 青少年國學經典漫畫: 三字經 王艷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160 青少年國學經典漫畫: 東周列國志 王艷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233177 青少年國學經典漫畫: 東周列國志 王艷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33184 青少年國學經典漫畫: 史記故事 王艷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233191 青少年國學經典漫畫: 史記故事 王艷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33207 青少年國學經典漫畫: 孫子兵法 王艷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214 青少年國學經典漫畫: 三十六計 王艷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221 兒童十萬個為什麼: 動物與昆蟲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238 兒童十萬個為什麼: 人體與生活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245 兒童十萬個為什麼: 植物與地球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風車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3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村落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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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233252 兒童十萬個為什麼: 海洋與天文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313 幼幼小百科: 動物 甄艷慈, 方楚卿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320 幼幼小百科: 食物 甄艷慈, 方楚卿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337 幼幼小百科: 常識 甄艷慈, 方楚卿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344 幼幼小百科: 健康 甄艷慈, 方楚卿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6007 名間呷好味: 創意美味料理 蔡素秋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1924 國姓照相簿 吳健麟等作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4237 南投陶: 南投縣陶藝學會作品專輯. 2012 顧英鐘總編輯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8184220 喫茶去: 南投縣陶藝學會專輯. 2010 顧英鐘總編輯 2010-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4707 愛在心端 Endik Koeswoyo作; Elis Widyanti編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0304 服務標準差管理: 服務作業品質最小變異管理 邱登崧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亞七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秋雨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國姓鄉文史采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陶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投縣名間鄉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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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120311 父與子: 時代在變,連人生的最後一個過程也在改變吳婷婷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328 北極的呼喚: 斯瓦巴、冰島、格陵蘭紀行 張隆盛撰文.攝影 2011-05-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7120366 史上最KUSO的看漫畫學文法: 一口氣掌握17項關鍵英文文法金壽真作; 韓松彝繪; 林薈薰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373 楊日松傳奇: 現代包青天法醫界的教父 湯坤山, 徐慧琴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380 你一定要知道英文說的好的關鍵秘密在動詞: 教你活用300個美國年輕人最常用的片詞動詞白善燁著; 王興仁譯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397 你一定要知道英文學得好的關鍵秘密在介系詞: 免背完全圖解學習法沈載京著; 林薈薰譯 2012-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403 關鍵30秒: 英語即時演說全攻略 小坂貴志, Heath Rose作; 林孟玫譯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434 贏的單字: 用對單字英文零極限UP計劃 韓一作; 李靜宜譯 2012-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441 寫作大師的祕密聖經: 一次解決所有英文寫作問題白善燁作; 楊雅恬譯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496 關鍵必勝!不可不知的基本英文單字規則 日向清人, 狩野未希作; 謝佩芙譯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502 葡萄酒ABC: 品味與分享葡萄酒必備的101個關鍵字楊子葆作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649 英語秘密口說輕筆記: 史上最實用435英文口語表達關鍵句手冊T.G.E作; 張珮婕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656 先自然,後KK: 史上最強而有效的英語發音學習法黃玟君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663 法國小孩,不頂嘴: 法式育兒觀察手記 凱薩琳.克勞佛(Catherine Crawford)著; 施又熙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670 擺脫KK音標,用自然發音背單字更神速 Rick Wang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687 新文法女王秘密再公開: 搞懂這些單字,再也不怕口說和寫作蜜妮安.福格蒂(Mignon Fogarty)作; 戴至中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694 這本7000單字不一樣: 用字形、字音、字根、字首背單字超簡單蘇秦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700 不一樣的15歲: 讓夢想起飛 洪暐婷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267 用愛發聲: 一個音樂老師無悔的告白 戚文芬著 2010-0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7120298 東寧才子: 丘逢甲的故事 司馬嘯青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5852 安心裝修健康宅 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5869 好體貼的家設計: 和設計師簽約前後必問的176個關鍵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8923 拆毀之後 論重生與回到天性 姜昌明作 2012-11-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1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姜昌明美學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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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478930 Think Big&Be Small從巨人到赤子的視野 姜昌明作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78916 拆毀的藝術 解放的視野 姜昌明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2801 蘇奕榮的油畫世界 李約翰總編輯 2010-11-00 平裝 1

9789868682801 蘇奕榮的油畫世界 李約翰總編輯 2010-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9017 星際傳情 禹霏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297461 里港雙慈宮媽祖出巡遶境: 阿里港媽祖文化季活動專輯邱建璋總編輯 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6173 南臺灣健康照護暨健康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4711 屏東縣海藍畫會「漁鄉風情畫」. 2013 孔美惠等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海藍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知學術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里港鄉公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信和紙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盈佳閱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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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505 臺灣數位出版產業與版權保護研究 方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512 臺灣兩大報眼中的中國大陸國家形象分析 張家琪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529 臺灣大型出版社之數位出版策略與發展模式 林立恆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536 電子書使用者採用意願影響因素之研究 潘孝中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543 著作財產權限制之研究: 以新聞報導對著作之使用為中心何宇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550 冷戰後中亞安全戰略環境的變遷與限制: 從權力、制度、文化觀點分析楊承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567 中共處理邊界爭議的戰略選擇(1949-2009): 守勢現實主義的驗證何函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003 面目全新: 新埤社區關懷據點紀實 劉己玄, 鍾聰美採訪撰稿 2013-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2107 釣叟貝殼屋 葉志成作 2011-09-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5910 星野攝影 王為豪著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863 惡魔引路人. 第二部, 百萬年之船 羅陵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送存冊數共計：1

星星工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帝思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7

屏縣新埤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潮心教育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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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28155 邪惡圖書館: 眼鏡的祕密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作; 彭臨桂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29312 賣海豚的女孩 張小嫻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0011 藍寶石 湊佳苗作; 王蘊潔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042 談一場不分手的戀愛 張小嫻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059 第一桶白骨 凱絲.萊克斯著; 陳筠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066 末日逼近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陳榮彬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330080 末日逼近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陳榮彬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330073 末日逼近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陳榮彬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3330097 安妮日記(70週年紀念典藏版) 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著; 呂玉嬋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103 少年陰陽師. 参拾貳, 夕暮之花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110 親愛的小孩 劉梓潔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127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134 向宇宙召喚幸福: 靈魂療癒的旅程 吳若權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141 愛了就會活過來: 蔡康永的77篇輕句子&甜故事 蔡康永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158 Zom-B. 1, 進擊的殭屍 向達倫(Darren Shan)作; 楊沐希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165 那年夏天,19歲的肖像 島田莊司著; 郭清華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172 見鬼的愛情 雷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189 逆向誘拐 文善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196 擊碎我 塔赫拉.瑪斐(Tahereh Mafi)著; 陳芙陽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202 少年陰陽師. 叁拾叁, 微光潛行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219 我是漫畫大王 胡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226 61小時 李查德(Lee Child)著; 黃鴻硯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689804 仙道運氣健康法 呂奕群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866 身心調和法心身鍛鍊法 劉仁航, 江夏雲鶴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934 氣功藥餌療法與救治偏差手術 周潛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941 仙道冥想法: 潛在意識與心的開發 鐘文訓編譯; 陸明整理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2

品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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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105 如果遇見 在熱季的曼谷: 愛情小說家的愛情故事易虹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5112 好想愛: 愛情小說家的單身日記 易虹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5129 用耳朵去看、用眼睛去聽的故事: 宮澤賢治 宮澤賢治原著; 蕭語謙翻譯.導讀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3386 企業租稅法律風險管理實例分析 張進德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605 口說達人. Book1 王冠程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2612 文法達人 王冠程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72667 口說達人 王冠程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72629 口說達人 王冠程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72674 口說達人 王冠程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99305 口說達人 王冠程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99312 口說達人 王冠程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0934 哲學哲學雞蛋糕: 動腦偏執狂的娛樂零嘴 朱家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0941 遠離非洲 伊薩克.狄尼森(Isak Dinesen)作; 黃宇瑩, 劉粹倫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冠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紅柿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冠恆國際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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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20974 上一堂說故事的管理課 C. H.傑爾著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7220981 30歲之後,你能靠的不是學歷 趙牧之著 201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7220998 猶太人不告訴你的獵金術 戴爾遜著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22016 老闆一定要學會的8個本領 戴爾遜著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22023 別忘了,還有一種選擇叫放手 裴玲著 201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22030 上一堂說故事的經營課 縱華躍著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8446 聽啊,緬甸的豎琴! 梁寒衣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576 星雲禪話. 一, 點亮心燈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583 星雲禪話. 二, 到處是路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590 星雲禪話. 三, 隨心自在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06 星雲禪話. 四, 活得快樂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13 星雲禪話. 五, 一切現成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20 星雲禪話. 六, 真心不變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37 星雲禪話. 七, 百味具足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44 星雲禪話. 八, 養深積厚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51 星雲禪話. 九, 即心即佛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68 星雲禪話. 十, 禪即生活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99 嚮往美感的讀書會: 99則經營讀書會智慧心法 方隆彰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705 到了這裡,你還要去哪裡 釋滿濟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712 星雲大師法語: 人生卜事 星雲大師著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6458736 護生畫集圖文賞析. 三, 同盟鷗鷺 林少雯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6

客家文經

思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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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587533 客家創新歌曲. 9 陳雙雄編著 2013-09-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2115 送你一束充滿陽光的玫瑰 余秋慧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4221 皇家運民曆: 洪正忠馬年運程. 2014 洪正忠編著 2013-07-00 7版 平裝 1

9789868864221 皇家運民曆: 洪正忠馬年運程. 2014 洪正忠編著 2013-07-00 7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0462 收冬戲: 客家詩歌交會个慶典 杜潘芳格等作; 黃子堯主編 2013-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9421 苗栗縣文化產業藝術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三屆劉同仁主編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2400 柴燒之美: 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作品集 鄧淑慧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賽夏族瓦祿部落發展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文化產業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家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朕企業社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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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868915 賽夏族語詞典. 基礎篇 高清菊主編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812 科技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年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編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9800 新手一看就懂的財務報表 張凱文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930 提升10倍業績的說話術 萊斯(Grenville Kleiser)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947 1分鐘掌握對方個性 林肯(Elsie Lincoln Benedict), 潘尼(Ralph Paine Benedict)著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954 股市10大技術指標圖典 張凱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0700 點嚐美味 方成總編 2010-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1716 超心動!不動產女王帶你買下大馬好生活 廖惠萍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0620 智慧的人生方向 邁可瑪馬斯(Michael Mamas)著; 杜羅娜譯析 2010-04-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鳥季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悟自癒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美國肉類出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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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811 中高年人常見25種疾病的自我健康評量 森惟明著; 林錚顗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828 9個故事 小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579849 旁觀 杜拉克: 一位智者的人生影像註記 瑞克.沃茲曼(Rick Wartzman), 安.費胥本(Anne Fishbein), 布莉姬.勞勒(Bridget Lawlor)原著; 張美惠譯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79856 資料通訊網路 Behrouz A. Forouzan著; 劉金順譯 2013-09-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1579863 當代投資學 Zvi Bodie等作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579870 教育研究法: 研究設計實務 Jack R. Fraenkel, Norman E. Wallen, Helen H. Hyun著; 楊孟麗, 謝水南譯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579870 教育研究法: 研究設計實務 Jack R. Fraenkel, Norman E. Wallen, Helen H. Hyun著; 楊孟麗, 謝水南譯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579887 為什麼數字愈管理,業績愈不理你? 傑森.喬登(Jason Jordan), 蜜雪兒.法桑納(Michelle Vazzana)作; 陳中寬, 張家福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79894 電影藝術: 形式與風格 大衛.鮑德威爾(David Bordwell), 克莉絲汀.湯普遜(Kristin Thompson)作; 曾偉禎譯2013-09-00 四版 精裝 1

9789861579900 征服: 歐巴馬超凡溝通與激勵演說的精采剖析 雪兒.琳恩(Shel Leanne)原著; 吳書榆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79948 啟動你的KM引擎: 巴克曼實驗室的知識分享與管理實務羅柏特.巴克曼(Robert H. Buckman)原著; 陳琇玲, 袁世珮譯2013-09-00 其他 1

9789863410003 佼兔智慧學: 連豐田、麥肯錫都推崇的競贏法則史蒂芬.史畢爾(Steven J. Spear)原著; 蘇希亞, 吳昭怡譯2013-09-00 其他 1

9789863410010 實戰麥肯錫: 看專業顧問如何解決企業難題 保羅.費加(Paul N. Friga)原著; 曹嬿恆譯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3410027 實踐豐田模式: 第一本教你打造精實學習型組織的實戰指南傑弗瑞.萊克(Jeffrey K. Liker), 大衛.梅爾(David Meier)原著; 李芳 齡譯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410034 今天你M了沒?!: 麥當勞屹立不搖的經營七法 保羅.法塞拉(Paul Facella), 安狄娜.吉恩(Adina Genn)原著; 洪世民譯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410058 行銷創意玩家: 活用左右腦,讓你的絕妙點子成為所向披靡的商場利器凱.艾莉森(Kay Allison)原著; 辛一立譯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3410065 戳破理財專家的謊言: 認清投資真相,締造獲利豐碩的成果伊洛德.穆迪(Errold F. Moody)原著; 陳儀, 戴至中, 郭妍希譯2013-10-00 其他 1

9789863410072 六標準差流程管理簡單講 羅藍.海勒(Rowland Hayler), 麥克.尼可(Michael Nichols)原著; 丁惠民譯2013-10-00 其他 1

9789863410089 我不是祕密: 贏得顧客推薦的銷售神技 比爾.凱茲(Bill Cates)原著; 張書華譯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3410096 讓孩子愛上閱讀: 從作文考試到待人處世，「閱讀」是我們可以送給孩子最棒的「禮物」陳安儀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0102 GPS銷售法 琳達.理查森(Linda Richardson)原著; 吳書榆譯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410119 飛機上的27A 萊馬.史密斯(Lamar Smith), 泰咪.凱琳(Tammy Kling)原著; 張家淇譯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410126 職場生死鬥 大衛.達列山卓(David F. D'Alessandro), 蜜雪兒.歐文斯(Michele Owens)原著; 劉復苓譯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410133 CEO訓練班: 小職員也學得會的16項特質 黛博拉.班頓(D. A. Benton)原著; 洪懿妍譯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410140 成就是玩出來的! 凱文.卡洛(Kevin Carroll)原著; 蔡宏明, 蘇有薇譯 2013-11-00 其他 1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麥格羅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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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410157 好奇心殺不死一隻貓: 跳脫常軌,發掘內心的創意因子史蒂芬.藍丁(Stephen C. Lundin)原著; 洪世民譯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410164 改變8!我的人生 布萊恩.道奇(Bryan Dodge)原著; 洪慧芳譯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410171 人人都要學的熱血激勵術 蘇珊.貝慈(Suzanne Bates)原著; 蔡宏明譯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410232 工業廢水污染防治 W. Wesley Eckenfelder, Davis L. Ford, Andrew J. Englande原著; 白子易, 黃思蓴譯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410249 這樣賣,我獲金氏世界紀錄: 不爆肝也能賺到財富、快樂與成功的13個心法喬.吉拉德(Joe Girard), 東尼.吉卜斯(Tony Gibbs)作; 張家福譯2013-12-00 其他 1

9789863410256 看完這本再做行銷計畫!: 融合數位、社群和傳統行銷,業績、營收掛保固朗恩.薩夫科(Lon Safko)原著; 蔡自青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0263 品格!西點軍校的領導新定義 唐.施耐德(Don M. Snider)編著; 洪世民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3410270 現場改善 今井正明原著; 許文治, 曹嬿恆譯 2013-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410287 為什麼數字愈管理,業績愈不理你? 傑森.喬登(Jason Jordan), 蜜雪兒.法桑納(Michelle Vazzana)原著; 陳中寬, 張家福譯2013-12-00 其他 1

9789863410294 旁觀 杜拉克: 一位智者的人生影像註記 瑞克.沃茲曼(Rick Wartzman), 安.費胥本(Anne Fishbein), 布莉姬.勞勒(Bridget Lawlor)原著; 張美惠譯2013-12-00 其他 1

9789863410300 大主管、小主管,帶人前一定要知道的6件事 大衛.科特萊爾(David Cottrell)著; 洪世民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3410393 巴菲特主義: 波克夏傳奇股東會的第一手觀察 傑夫.馬修斯(Jeff Matthews)原著; 楊舒娟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3410409 N世代衝撞: 網路新人類正在改變你的世界 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原著; 羅耀宗, 黃貝玲, 蔡宏明譯2013-12-00 其他 1

9789863410416 在平的世界找牛市: 何時何地都賺錢的多頭策略包伯.佛利區(Bob Forehlich)原著; 陳儀譯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0072 詹金水: 靜觀山水 詹金水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460089 大化流形: 劉國松畫集 劉國松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201 歐亞區域整合之比較研究: 理論的檢視與反思 郭武平等合著 2013-05-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027 曾人口詩草 鄭定國主編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臺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7

首都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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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64931 微積分 陳建成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004 管理學: 內化與實踐 方至民, 李世珍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011 HRM+勞資關係=∞ 簡建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028 公共關係: 策略與管理 鄭自隆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035 兩岸金融與人民幣市場 葉銀華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4042 就業服務與勞資關係: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照考試資料整理黃坤祥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4059 領隊與導遊實務. 2014: 重點整理、試題解析、考照攻略蔡進祥等編著 2013-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74066 品質工程: 線外方法與應用 Chao-Ton Su著; 蘇朝墩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073 工業工程與管理概論 陳潭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2707 (Eddie Chen。對話)影像手札 陳科夆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68686 西續紅樓夢之林黛玉後傳 西嶺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66842 來自天鵝的訊息 西嶺雪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69942 淘寶黃金手. II 羅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469959 淘寶黃金手. II 羅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469966 淘寶黃金手. II 羅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469973 淘寶黃金手. II 羅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03001 淘寶筆記. 第三輯 打眼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03056 勝之教典 無極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3063 勝之教典 無極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3070 勝之教典 無極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冊數共計：9

威絡思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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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03087 勝之教典 無極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03094 勝之教典 無極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03100 勝之教典 無極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03148 天下炎黃 無極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03155 天下炎黃 無極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03186 天下炎黃 無極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03216 首席御醫 銀河九天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03223 首席御醫 銀河九天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03230 股神巴菲特必勝投資聖經 馬道宗編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3247 貓兒眼 程小青等著; 盛文林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3254 在一連串怪事的背後 (美)傑克.里奇等著; 盛文林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3261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3278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3285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03292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03360 西續紅樓夢之賈寶玉後傳 西嶺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3377 大蒙古 郭雪波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03384 大蒙古 郭雪波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03476 大蒙古 郭雪波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803407 淘寶黃金手. II 羅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03391 淘寶黃金手. II 羅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03445 首席御醫 銀河九天著 2013-1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03483 首席御醫 銀河九天著 2013-12-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803490 首席御醫 銀河九天著 2013-12-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803438 首席御醫 銀河九天著 2013-1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03452 金雕與獅王 盛文林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03469 忠犬與狼王 盛文林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03506 風月傳說 無極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803513 風月傳說 無極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803520 風月傳說 無極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803582 大薩滿 郭雪波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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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03599 遠征 盛文林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3605 航向不可知之境 盛文林編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3612 遙遠的白房子 高建群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3728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3735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6951 Cmaz!!臺灣同人極限誌 Cmaz!!臺灣同人極限誌編輯部作 2013-11-00 平裝 第1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1200 科技英文. 資訊篇 胡蕙玲, 狄宇昌作 2011-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3794 KPI這麼做更有效 陳致瑋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3803 遇見科特勒: 行銷大師教你玩行銷 陳宗賢主講; 陳致瑋, 吳青娥整理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1321 婚姻暴力受暴婦女之處遇模式與成效: 華人文化與經驗宋麗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8086 第六海軍燃料廠探索: 臺灣石油/石化工業發展基礎林身振, 林炳炎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暉

送存冊數共計：1

致鼎人資發展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6

威智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思普瑞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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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76020 PAPAGO!SDK2 for PC/Mobile地理資訊系統(GIS)程式設計實務林智盟, 簡良益著 2010-05-00 其他 79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107 達陣藍圖: 情場致勝的成功藍圖 麥克斯編著 2013-10-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7925 彭光均畫冊 李佳娜, 楊淑雅文字編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6217 Let's zine: life sense book 張宗舜總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0683 園冶 (明)計成撰; 胡天壽譯注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690 時尚史的碎片 唐建光主編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706 日本文具: 設計大揭密 「シリーズ知.靜.遊.具」編集部編; 許孟菡譯 2012-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620713 一直走就對了!! 陳志輝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737 ZZ玩具店: 少年奇幻之旅 几何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744 孔子的幸福論與老莊的本心 大川隆法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751 消失的神祕王朝 文裁縫著 2013-01-00 再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咱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實文化行銷

送存冊數共計：1

約會診療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威廉藝術沙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研勤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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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620768 改變世界的植物 托比.馬斯格雷夫(Toby Musgrave), 威爾.馬斯格雷夫(Will Musgrave)著; 董曉黎譯2013-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620799 名媛 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作; 肖聿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775 心之探究 大川隆法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782 克利教學筆記 克利(Paul Klee)作; 周丹鯉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805 藝術中的精神 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著; 余敏玲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812 史記故事及其成語 許麗雯編 2013-03-00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20829 史記故事及其成語 許麗雯編 2013-03-00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20836 消失的神祕古文明 文裁縫編著 2013-04-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620843 未來之法 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譯 2013-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0850 點線面 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著; 余敏玲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867 歷史背後的經濟學 子陽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874 亞細亞的好孩子 劉二囍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881 蕭邦: 100首經典創作及其故事 高談音樂企劃小組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898 宮殿: 從興盛到衰亡的歐洲王朝史 王波作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620904 覺悟的挑戰 大川隆法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911 尼貝龍根的指環: 完美的華格納寓言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著; 林筱青, 曾文英譯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620928 你不可不知道的300幅名畫及其畫家與畫派 許麗雯暨藝術企劃小組編著 2013-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620935 世說新語 (南朝宋)劉義慶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20942 我的寵物鬼素玲 雲遊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959 圖解音樂大師 許汝紘暨高談音樂企畫小組作 2013-08-00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20966 圖解音樂大師 許汝紘暨高談音樂企畫小組作 2013-08-00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20973 以愛之名: 旅行的自我療癒 胡俊鋒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980 伴月人 張藝騰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0997 圖解藝術史 白瑩編著 2013-09-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006 沉默的佛陀與釋迦的本心 大川隆法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013 圖解西洋史 胡蕪欣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7020 神聖的貧困 弗蘭斯.埃米爾.西倫佩(Frans Eemil Sillanpaa)著; 余志遠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037 阿宮 黨益民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35

俊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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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0630 人人可懂的黃帝內經養生法 田元祥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661 閩南語歇後語: 四句聯 SWALO視覺設計中心製作群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678 最新彩色成語字典 張嘉文編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80685 超神奇的魚腥草 SWALO視覺設計中心製作群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692 18禁笑話. 心癢難耐篇 紀承成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708 常見疾病的居家治療 薛衛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507 永恆: 終極的盼望 歐特弗立德.萊殷克(Otfried Reinke)著; 鄭玉英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521 自由: 連結愛與責任的釋放 曼弗列.寇克(Manfred Kock)著; 廖揆祥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538 信望愛: 讓世界看見上帝的光 葛德.泰森(Gerd Theißen)著; 鄭玉英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545 我思我想我信: 回應當代的235個教理問答 葛德.泰森(Gerd Theiben)著; 范瑞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962552 病痛與醫治: 病人與陪伴者的實務手冊 古倫神父(Anselm Grun), 吳信如著; 鄭玉英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569 道別、悲傷與安慰: 悲傷者與臨終/悲傷陪伴者的實務手冊古倫神父(Anselm Grun), 吳信如著; 吳信如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145 Language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吳榮鎮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8902169 臺灣外語學習者之情緒因素與英語能力的關係 陳永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2176 影響英語學習焦慮的相關因素 陳永煌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8098 南榮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凌清遠, 黃世吟編輯 2013-06-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榮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南與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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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75745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變革領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 2013年黃嘉雄; 張媛甯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75769 新媒體創作與視覺傳達設計暨第七屆臺灣數位媒體設計學會國際研討會論文合輯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學院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3501 迎風飛躍: 姚遠油畫集 姚遠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8818 百年信託: 實務規劃一本通 羅友三著 2011-06-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3406 朱雋 中文系 朱雋作 2011-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6835 黃伯超先生傳: 臺灣營養學研究領航人、本土醫學教育改革先驅黃伯超口述; 蔡錦堂主訪; 徐聖凱撰著 2012-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6859 文學史敘事與文學生態: 戒嚴時期臺灣作家的文學史位置應鳳凰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6873 無父之父: 查理斯.穆利的人生故事 保羅.博格(Paul H. Boge)作; 呂亭詠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6880 臺灣受虐症候群 埔農著 2012-07-00 精裝 上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思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冊數共計：1

姚遠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信實稅務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數位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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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8016897 臺灣受虐症候群 埔農著 2012-07-00 精裝 下冊 1

9789578016910 玉峯觀止: 臺灣自然、宗教與教育之我見 陳玉峯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6927 宗教學暨神話學入門 董芳苑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6934 山災地變人造孽: 二十一世紀年臺灣主流的土石亂流陳玉峯等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6958 臺灣改造經濟學: 經濟在臺灣民主化過程的角色彭百顯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6972 人生二十: 臺灣生命線之父鄭連德牧師蒙恩的一生鄭連德著; 林恩朋編 2012-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6989 拋荒的故事. 第一輯, 田庄傳奇紀事 陳明仁原著; 黃之綠, 廖秀齡漢字改寫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6996 我的大話人生: 「大話新聞」停播始末&我所認識的鄭弘儀鍾年晃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009 莊進源回憶錄 莊進源著 2012-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7016 夭壽靜的春天: 臺詩十九首 林沈默著 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7023 失落的智慧樂土: 臺灣原本文明思想起 姜林獅口述; 埔農筆記註證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030 拋荒的故事. 第二輯, 田庄愛情婚姻紀事 陳明仁原著; 蔡詠淯漢字改寫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7047 網際時代的臺灣民族運動2.0 陳重義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054 中國癌: 臺灣醫師的處方箋 林建良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061 陳映真現象: 關於陳映真的家族書寫及其國族認同陳明成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078 走不出門的國家: 馬英九的臺灣 邱垂亮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085 空谷足音的南方論述: 臺灣. 2006-2012 邱垂亮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092 拋荒的故事. 第三輯, 田庄浪漫紀事 陳明仁原著; 蔡詠淯漢字改寫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7108 漫畫臺北高校物語 陳中寧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115 臺灣總督府 黃昭堂著; 黃英哲譯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017122 蘇府王爺: 臺灣素民史之一例 陳玉峯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139 臺灣大風雲. 1, 燃燒的大地 邱家洪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8017146 臺灣大風雲. 2, 霜降 邱家洪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8017153 臺灣大風雲. 3, 悲情歲月 邱家洪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8017160 臺灣大風雲. 4, 官虎與錢鼠 邱家洪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8017177 臺灣大風雲. 5, 坎坷的長路 邱家洪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8017191 儒禍 黃文雄原著; 蕭志強漢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207 關於政治漫畫與我的對話 臺南黑名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214 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 蘇友辰律師口述史 蘇友辰口述; 黃怡整理撰述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221 飄泊: 尋找自由. 美國篇 阮銘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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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43269 黃用詩選: 無果花及其他 黃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4687 晴子的黃色爸爸 王淑慧文.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4748 黑米走丟了 彎彎文.圖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3887 就是愛律動 劉思源文; 貝果圖 2013-09-00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01579 Rocket Joy Shyu[作]; Michael Moran[繪] 2013-08-00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7801555 Rocket Joy Shyu[作]; Michael Moran[繪] 2013-08-00 1st ed. 其他 第3冊 1

9789867801562 Rocket Joy Shyu[作]; Michael Moran[繪] 2013-08-00 1st ed. 其他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134 中小學教改新方向 黃政傑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3

冠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姿霓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音樂童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樂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4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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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00783 生死簿洩天機 司螢居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924 懷想來時路 潘源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958 南鯤鯓代天府凌霄寶殿興建設計文獻 陳碧潭著 2013-08-00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9423 一萬小時的工程: 隱形的天才 蔡淇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447 拯救邏輯大作戰: 有問題動物園 林哲璋文; BO2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58586 織.挺.翹,10分鐘練出美體現!: 私人教練教你好萊塢明星都在練的自我體重瘦身法Ivan徐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8609 異生物調查局. III, 金色門扉 綺兒絲登.懷特(Kiersten White)著; 林小綠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8692 鬼目之子 大山羊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858753 飛玄刺 宴平樂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858845 備位冥使. 2, 生死重現 DARK櫻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8852 歲時卷之陰陽關東煮 逢時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58883 狗狗這樣教,主人好輕鬆. 2: 不打不罵不關,33招解決所有狗狗問題戴更基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8906 聖賢神書 玥映璃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858937 燚之魔物語 無憂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858944 書寫人: 幻.虛.真特別番外篇 御我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寶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1

春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鯤鯓代天府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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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858968 我在首爾慢慢散步: 小巷古蹟私旅行,在地人的文化漫遊路線首爾市鐘路區廳, 南相旭, 宋昭珍作; 林侑毅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8975 特偵X. 6, 最後的祭品 蒔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8982 御宅魔法師 鬱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858999 一天15分鐘,改變人生的整理術: 讓你重燃生活熱情的空間.時間.人脈管理法尹善玄著; 陳宜慧, 尹嘉玄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002 夢想成真的力量: 全球成功人士實證,改變命運的超強公式二志成著; 林侑毅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019 六仙副本魔法見習生zero 草子信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026 萌學園. 5, 異界對決 東森幼幼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033 我當道士這些年. 卷3-4, 惡鬼迷霧 仐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59040 我當道士這些年. 卷3-4, 惡鬼迷霧 仐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59057 貓 日和 咖啡館. 2: 我和那些貓店長的咖啡漫遊 林冠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064 51.5公里的瘋狂: 賈永婕的三鐵美麗人生 賈永婕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071 謝國忠2014經濟預言: 操弄熱錢的下場即將引爆謝國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088 釜山,3天2夜小旅行: 週五請假說走就走!在地人帶路的最強隨身自遊指南金貞沅作; 尹嘉玄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095 徬徨,也沒關係: 27則人生問答,讓所有選擇都成為完美決定法輪禪師著; 林彥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101 青燈. 2, 赤染於空 日京川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118 歲時卷之陰陽關東煮 逢時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59125 戀愛副本魔法插班生 草子信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859132 燚之魔物語 無憂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859149 煩惱,從你而起,由你結束 何權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156 袖套偵探: 腕貫探偵 西澤保彥著; 劉子倩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163 文具控,絕不只是收集而已!: 33家臺灣原創品牌X風格文具店,柑仔檸檬帶你看懂文具背後的二三事胡蒨雯, 李家檸文字.攝影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170 飛玄刺 宴平樂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859187 我當道士這些年. 卷5-6, 南部養屍地 仐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59194 我當道士這些年. 卷5-6, 南部養屍地 仐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59200 巴菲特語錄 David Andrews編; 周玉文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217 56天!還你濃密頭髮: 掉髮絕對可以根治! 方基浩著; 顏崇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224 獵魔師. II, 地底墓穴的詛咒 喬瑟夫.德蘭尼(Joseph Delaney)著; 郁千儀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231 3分鐘4步驟!每日玩美變髮術: 55款韓系自然風格編髮,職場OL瞬間氣質變身,任何場合都不NG!車虹作; 徐小為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248 善終,最美的祝福: 預約圓滿終點的10個條件 長尾和宏著; 劉格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255 我當道士那些年. 卷7-8, 苗疆風情畫 仐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859262 我當道士那些年. 卷7-8, 苗疆風情畫 仐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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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859279 逆星雙子 暮帬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859293 看半澤直樹,學10倍職場成功術: 小職員和中階主管出人頭地,提升戰力的17個生存定律夕顏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309 智慧的階梯: 通往幸福的密道 達賴喇嘛著; 翁仕杰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316 御宅魔法師 鬱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859323 最惡拍檔. 5, 最後的羈絆 秋十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330 青燈. 3, 墨殤引 日京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347 六仙 草子信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859408 夜惑英倫. I, 赤裎 芮恩.米勒(Raine Miller)著; 俞羲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422 不被癌症醫生殺死的20忠告: 日本仁醫近藤誠,40年臨床經驗的良心箴言近藤誠作; 涂祐庭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439 31個戀愛必勝守則,讓理想男人自己找上門 艾倫.費恩(Ellen Fein), 雪莉.史奈德(Sherrie Schneider)著; 劉嘉珮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1477 歐美漫遊錄: 九十年前民初才女的背包旅行記 呂碧城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484 午夜北平: 一樁十九歲英國女子的謀殺案如何糾纏著搖搖欲墜的舊中國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著; 陳榮彬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491 沒有學校的魚: 「閱讀之家」讓每個孩子都能讀書識字的夢想計畫約翰.伍德(John Wood)著; 李芸玫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514 杜甫夢李白: 詩選.印譜.腳本 陳義芝, 任安, 李易修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641 我見我聞的福音. 第六冊, 耶穌宣教第一年 瑪利亞.華多達(Maria Valtorta)著; 葛助民, 李莉, 許漢偉譯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859 蔡勝全畫集 蔡勝全作 2013-10-00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勝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松棋

送存冊數共計：51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許漢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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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149 財富管理的租稅負擔與節稅規劃 簡松棋編著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6304 旅美畫家鄭蘭花畫集 鄭蘭花主編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753 WTO、氣候變遷與能源 施文真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2375 新建築人獎作品集 鄭晃二編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3654 STAGE攝影集 沈昭良作 2011-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4126 離苦得樂的妙法. 三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釋大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志天

送存冊數共計：2

鄭晃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昭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蘭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文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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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172863 妄自尊大: 科利奧蘭納斯的真傲慢與假謙虛之政治利益得失朱志天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0050 A lion in the path: the political interests gained and lost by coriolanus' guileless pride and pseudo-modesty朱志天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4041 整合性學校績效管理系統與關鍵績效指標建構之研究鄭新輝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500 實用戶政法規解釋函彙編 賴春成總編輯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2887 洲美心 陳怡今圖.文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220 臺灣藝術研究院臺灣國展油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2013 2013-06-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910 房地產市場分析理論與實務 張金鶚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金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春蘭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怡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富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新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春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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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307494 李春蘭結婚六十週年暨八十回顧展 李春蘭繪畫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439 中華喪禮之源: 儀禮士喪禮既夕禮儀節研究 徐福全作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470 華佗五禽之戲: 圓整柔和靜 李茂祥作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5382 行政法講義 董保城著 2011-09-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886 中、草藥祕方經驗談(與肝癌奮鬥二十一年的人生經驗談)葉永利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651 與自然共生: 林敏智繪畫創作論述 林敏智著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0393 圖說醫學史 陳台堂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敏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秀元

送存冊數共計：1

董保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永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福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茂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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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176250 謎 陳台堂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634 陳秋玉油畫集 陳秋玉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210 宮牆之美攝影集 謝淑妃作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9144 海運學 林光, 張志清, 趙時樑作 2012-02-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574175574 航業經營與管理 林光, 張志清作 2010-09-00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926 農曆颱風史 呂阿田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9085 人性危機管理 呂阿田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375 探索潛意識中的時間與空間: 陳穎憲審視自我的裝置作品創作陳穎憲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9382 以錯視Trompe l'oeil與錯覺lllusion探討空間裝置藝術陳穎憲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穎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呂阿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秋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謝淑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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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842 楊世芝作品集. 2013 楊世芝作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5764 港埠經營與管理 倪安順, 林光作 2011-09-00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6540 極圓的賜福 翁瑞沛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552 山林對聯與絕句詩集 張燦文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896 生命的本體 李效齋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091 佛教真相(含道教及民間信仰) 張國騤作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慶津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燦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效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倪安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珮英

送存種數共計：1

楊世芝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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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3304 股勝.先選 王慶津著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177486 期跡奇績 王慶津著 2010-12-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841 白話靈經 蕭正龍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937 一眼認出「書譜」草體字 胡家華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1552 憲法、人權與國家發展 黃炎東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566 MME的愛與貢獻. 2013年: 皮紋學用於醫學、教育、心理三合一整合探討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3327 資源本位論: 民法設計和民法運作 曾世雄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曾世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炎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翠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正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胡家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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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555 千嬌百態玫瑰花攝影集 郭英雄, 郭王寶梅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245 築夢詩創 林慧菁作 2013-10-00 精裝 1

9789574309993 西洋歌詞新譯 林慧菁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4311088 英語教學概論 林慧菁作 2014-01-00 其他 1

9789574311095 語言溝通策略寶典 林慧菁 2013-12-00 其他 1

9789574311101 築夢詩創 林慧菁作 2013-12-00 其他 1

9789574311118 西洋歌詞新譯 林慧菁作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1155 新奇結構式債券產品案例: 分析與創新(簡體字版) 2011-05-00 平裝 1

9789574197910 期權投資交易策略: 教戰守則(簡體字版) 陳松男著 2013-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396 春秋史辨言. 第一輯, 齊 苑作賓編撰 2011-10-00 精裝 1

9789579714938 春秋史辨言. 第二輯, 晉 苑作賓撰 1996-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733335 修德堂詩文選 苑作賓著 1999-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141401 冒劉漢史: 附廿三國并柔然土谷渾高句麗春秋 苑作賓著 2006-11-00 精裝 上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9329 一石擊起千層浪 朱永霖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苑作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朱永霖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慧菁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陳松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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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810 《碑帖映象》.黃一鳴作品 [黃一鳴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8703 歷練的歲月: 范碧玉主任退休紀念誌 范碧玉編著 2012-01-00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392 上天堂差一步(散文集) 柴扉著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4225 沐恩堂文集 (唐)高適等著; 徹聖上師唱和 2010-08-00 第一版 精裝 第4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986 與佛有因: 廖大華作品集 廖大華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2268 天地大美: 如意養生運動之十一 蓋蕙群作 2011-06-00 平裝 1

9789574306152 君子九思: 如意養生運動之十三 蓋蕙群作 2013-06-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大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蓋蕙群

送存冊數共計：3

柴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徹聖上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一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范碧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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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7682 贛流: 江西人在臺灣 李隆昌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55545 安全飛行: 飛行傘簡介: 初學者及入門飛行員之訓練與學習手冊馬太乙(Malcolm Vargas)著; 王怡璇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1956 保險實務與案例解析 趙永祥, 呂廣盛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8605 偵查法學 傅美惠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4637 廖進發書畫集 廖進發作 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8740 我的感覺 蘇綉鳳作 2013-06-00 其他 第3冊 2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永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綉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廣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美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隆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太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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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430 太極形意八卦: 孫派三合一內家武學 張繼炎編撰 2011-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2757 恩典的花園: 歌譜&創作見證 許雅惠總編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77288 傾聽神的聲音: 基督徒自學成長課程 許雅惠總編輯.翻譯 2010-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897 日台の架け橋 喜早天海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040 國際貿易實務分析與操作 謝宗興著 2013-08-00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268 活出人生的快樂與幸福: 樂活小品 陳錦德文字.攝影 2013-09-00 二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279 Politicia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gister and explanationsTilman Aretz 2013-09-00 1st ed.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錦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Tilman Aretz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喜早天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宗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映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雅惠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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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282 客語辭典 楊政男, 龔萬灶, 徐清明編撰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221 合氣道基礎篇 王琇娟編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662 庚寅年佳名嘉應 陳克謙作 2011-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010 來自烏托邦 王慶復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69573 方清江美藝畫集: 真善美人生 方清江[著] 2010-01-00 再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69559 周瑞明雕塑製作翻模法專輯 周瑞明著 2010-01-00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清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周瑞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克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慶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龔萬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琇娟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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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3151 嘉藝5樣 陳政宏等編輯 2013-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459 佛說阿彌陀經要釋 斌宗法師述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869 皈依與學佛 覺雲居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08545 正法與邪見 覺雲居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1910 庾信作品之新變風貌研究 劉俊廷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560 立裁+設計 draping+design 洪素馨作 2012-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613 Oracle E-Business Suite R12基礎教本 陳宏益, 劉熒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素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宏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雲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劉俊廷

送存種數共計：1

王德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有恆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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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389 父子情緣 謝寬裕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317 舞彩弄墨自在行: 陳佑端作品集 陳佑端作 2011-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863 貓霧[]古文史探查: 以平埔語、 社地與刑案為主陳炳宏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549 施並錫第29次個展 施並錫著 2011-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078 漢語大師(英文版2) 戚其璇著 2013-10-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4309603 漢語大師(日文版1) 戚其璇著 2013-11-00 四版 其他 1

9789574309610 漢語大師(日文版3) 戚其璇, 呂石玫著 2013-11-00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101 海峽對岸的母親 李英生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其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李英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炳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並錫

送存種數共計：1

謝寬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佑端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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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7912 侵權行為法 姚志明著 2011-01-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740 穿越傳統與現代 威尼斯假面嘉年華: 范姜明華的異國幻境范姜明華作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5893 人鬼之戰 張國松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4集 1

9789574307531 人生大挑戰: 風雲道者經典錄 張國松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657 愈有苦惱(煩惱、痛苦)則愈能幸福 木村 正次郎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3778 土地在說話: 鄭建昌畫集. 2010 鄭建昌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415 羅經與操舵控制系統概論 林永裕, 吳懷志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建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永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國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田村圭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志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韻琴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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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0103 佛陀的啟示. 第三輯 釋大寂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74782 佛陀的啟示. 第一輯 釋大寂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77028 圓融觀呼吸: 天臺宗的六妙門 釋大寂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77394 佛陀的啟示. 第二輯 釋大寂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5733 給兒媳的二十四封信: 素食.環保.救地球 黃成權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7487 美國人的爺爺: 臺灣老爸的十二封信 黃成權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7745 靈宇奇緣: 來自天外天的叮嚀 天緣, 宇霞合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7882 勸人行善 高鴻興, 釋淨鴻合編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8100 幸福DNA: 幸福基因解碼 娜塔莎作 2011-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0

孫惠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媽慶

送存冊數共計：2

覺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鴻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大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黃成權

送存種數共計：2

第 308 頁，共 617 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306 吾心吾景: 黃媽慶木雕創作展 黃媽慶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9893 iBT托福整合性閱讀測驗 林宗明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0219 營業稅法暨申報實務 : 含國際多角貿易 張奇文編著 2011-03-00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0295 澄境: 蘇憲法創作集. 2011 蘇憲法作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0530 洪宇彤新秘時尚美學 洪宇彤作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06237 變.髮 洪宇彤作 2013-07-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428 建築拾問: 沒有標準答案的學門 趙沛明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趙沛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子堯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憲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宇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宗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奇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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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514 醫院也瘋狂: 一位醫師的爆笑奇幻旅程 林子堯原著; 梁德垣漫畫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4408 Aura-Soma靈性彩油全書: 靈魂色彩療癒 麥可布斯(Mike Booth), 凱洛麥克奈(Carol Mcknight)作; 上官昭儀譯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4583 林娜書法集 林娜作 2011-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4682 Planetoid cinta Kwek Li Na 2011-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4712 最新計算機概論. 2011 韓素珍編著 2011-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4743 姚文枬金石印譜 姚文枬作 2011-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姚文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敏芝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又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韓素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官昭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310 頁，共 617 頁



9789574185443 文化創意產業 楊敏芝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5474 圓滿信託 張國章, 陳慧玲合著 2011-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5641 3年1個月的文藻朝聖之旅. 第一集, 鼎中商圈嘉年華暨越南臺灣教育交流陳茂祥編著 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5832 尋找.秩序.薄茵萍 薄茵萍作 2011-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3012 高蔡連子女士書畫集. 四, 時年九十歲 高蔡連子作 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303 Ming-Ta Liao architecture: selected and current works[廖金德作] 2011-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327 李彥均油畫冊 李彥均總編輯 2011-11-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金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彥均

送存冊數共計：1

薄茵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蔡連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茂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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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648 就業服務攻略 張李曉娟[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358 墨魚娛墨: 楊文樟書法創作 楊文樟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686 心靈投影: 梁崴畫集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723 無相之美: 漢傑老人永思集 鄒漢傑作 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4288 鳥-畫冊 曾秋芳作; 鄭華芳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761 出版博物誌 王乾任等文字撰稿; 陳聖元主編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8866 出版博物誌. 2013 臺灣印通等文字撰稿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秋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馮義襄

送存冊數共計：1

梁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鄒定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李曉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文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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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921 補/捕夢人 李宏彬作 2011-11-00 首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447 光的小孩 林祐竹作.繪圖 2011-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192809 媽媽我來了 林祐竹作.繪圖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05599 聽星星在唱歌 林祐竹作.繪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690 悠遠深邃的旅程: 蕭邦200週年誕辰紀念音樂之旅蘇曼作 2011-12-00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751 英文寫作48天成功秘訣 Danny Ding作 2011-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8314 黎玫光 羅懷遠墨彩聯展 黎玫光, 羅懷遠作 2012-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黎玫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震明

送存冊數共計：3

蘇錦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順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宏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祐竹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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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188338 海景意象: 梁震明當代水墨展 梁震明作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966 騎騎單車: 環島旅行 王鴻輝漫畫編劇.漫畫製作; 徐立庭漫畫繪圖 2011-12-00 平裝 第1集 2

9789574303489 騎騎單車: 環島旅行 王鴻輝漫畫編劇.漫畫製作; 徐立庭漫畫繪圖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973 穿越神佛世界: 天命-天機 陳雙法撰述 2011-12-00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8475 六堆甲午抗日精神領袖歲進士 儒學正堂邱國楨邱統凡, 邱春美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8482 Vivian的愛情筆記本 林美桂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197 ムラド博士と一酸化窒素 フェりド.ムラド, ダニエル.チェン著 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振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朝吉

送存冊數共計：1

邱統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美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鴻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陳雙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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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190850 An Illustrated Introduction to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洪朝吉編著 2012-07-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962 論語甚解 王大千撰述 2013-11-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3394 畫本 貞良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187 生命戰士 Sharon Liu作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573 經典兒童英文故事選集 黃玉蘭, 楊淑雯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330 心靈之旅 威力, 雪蓮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中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8375 鳥瞰共同正犯 陳友鋒等作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偉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友鋒

送存冊數共計：1

譚秀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玉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貞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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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5338 窗.透視 張仲良[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016 DULASHA能量之聲 Lin Yen作 2013-10-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4309023 信ZALUZER: the sound of solar Lin Yen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862 In the procrustean bed Shao Zhongshi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408 音樂遊戲創意教材: 歌曲創作教學 徐智慧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760 汽車保險 蔡垂銓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3403 司徒坤畫集 司徒坤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垂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司徒坤

送存冊數共計：2

邵信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智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仲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Lin Yen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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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3601 金彩生活 王湞元作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115 一蓑烟雨: 大盜姜颺的傳奇 任評笙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184 輕鬆彈烏克. 1, 兒歌與聖誕歌曲集 陳伶瑛編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4431 世界最近發展之見解 維特.布蘭德(Walter Breindl)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3

9789574304448 臺灣歷史與共產主義歷史之見解 維特.布蘭德(Walter Breindl)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353 內經專題. 卷四, 經筋學 莊宏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5605 內經專題. 卷六, 診斷學 莊宏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7913 節號本黃帝內經: 素問.靈樞 莊宏達編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08958 內經專題. 卷七, 病因病傳學 莊宏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

莊宏達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伶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特.布蘭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湞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笭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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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470 廣東廣福大黃屋黃庭政公派黃氏族譜 黃欽達編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4936 小博士兒童推理小說系列 王曉璿作 2013-05-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4868 來去香園窩 謝瑞銀, 謝瑞珍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650 許武勇畫集. 第五集, 總結編 許武勇編 2013-07-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411 卑南族下賓朗部落/花歌、花語創作歌謠本. 一 林源祥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711 困勉人生: 雙勤補拙紀念集 鄧勵豪, 傅晉媛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鄧延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奕華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武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源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曉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謝瑞銀

送存種數共計：1

黃欽達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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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698 問法為何物: 人本法學導論 楊奕華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872 姜美蓉畫集 姜美蓉作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919 周仁祥書畫集 2013-06-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039 倒三角型英文寫作: 帶你。乘風破浪進入無限的寫作可能傅友良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6039 倒三角型英文寫作: 帶你。乘風破浪進入無限的寫作可能傅友良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940 魂煞之涅槃 聿陽作; Kidchan畫 2013-03-00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05957 魂煞之涅槃 聿陽作; Kidchan畫 2013-03-00 平裝 下冊 1

9789574305971 獸狩之蠻荒 聿陽作; 深草畫 2013-08-00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05988 獸狩之蠻荒 聿陽作; 深草畫 2013-08-00 平裝 下冊 1

9789574306008 獸狩之展望 聿陽作; 深草畫 2013-03-00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06015 獸狩之展望 聿陽作; 深草畫 2013-03-00 平裝 下冊 1

9789574306718 珍寶 聿暘著; 貓樹繪 2013-08-00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06725 珍寶 聿暘著; 貓樹繪 2013-08-00 平裝 下冊 1

送存冊數共計：2

傅友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郭書芳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

姜美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仁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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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084 調音秘笈: 蔡醫師的音響與唱片世界 蔡克信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077 焉知非福 連Q著; 雀繪 2013-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107 蒙特梭利式英語句構大全(初級版) 連文雄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574306114 蒙特梭利式英語句構大全(進階版) 連文雄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206 論語時中 劉錫祺編著 2013-06-00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589 彩繪藝生: 楊坤煌作品集. 2013 楊坤煌[作]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626 行者的腳印 王文呈講述; 金極雷藏寺編輯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3

9789574306633 行者的腳印 王文呈講述; 金極雷藏寺編輯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3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坤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文呈

送存冊數共計：1

連文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錫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蔡克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連詩蘋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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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756 生命協奏曲: 王玉梅畫集. 2005-2013 王玉梅畫作者; 多米, 李彥文字導覽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824 柔軟容器 吳庭嫻文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4363 舞漆弄陶: 史嘉祥漆陶創作 史嘉祥作 2013-08-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548 蔡明芳經濟學之高普特考: 高考三級最新年度考題精解蔡明芳編著 2013-08-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09795 蔡明芳經濟學之高普特考: 特種地方三等最新年度考題精解蔡明芳編著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978 日本經濟與日本內容產業: 日本動畫、漫畫與遊戲的煉金術李世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954 臺灣抗日秘史 鹽水走番仔反 陳美惠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世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美惠

送存冊數共計：2

史嘉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明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王玉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庭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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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307173 菁寮聚落傳統民居建築與木作匠師之關係 陳美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005 鎢鋼大王廖萬隆: 臺灣驕傲 創富奇蹟 廖萬鶴, 廖勝夫撰文; 廖萬安編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036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non-volatile memoryChin-Hsien Wu, Chang-Gun Lee, Duo Liu 2013-08-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307043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workshop on real-time mixed criticality systemsLaurent George, Giuseppe Lipari 2013-08-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074 林澄清休閒繪畫八十回顧畫集 林澄清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104 鄭麗雲人物畫集. 2013 鄭麗雲編輯企劃 2013-08-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429 奧濛戰記第. 五, 臨時的棲地 默渠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文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侯友生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建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麗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廖萬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Li-Pin Chang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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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307111 書譜寶典 (唐)孫過庭原作; 侯友生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227 樂在分享. 第五集, 海濱鄒魯朱子島: 金門文教顯影楊清國著 2013-08-00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258 線.景: 倪建芝作品集. 2010-2013 倪建芝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265 原甫流彩畫. 2013 劉興治作 2013-08-00 平裝 第2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401 心情種子: 許德麗水彩畫集 許德麗作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418 Judy's Yoga肩頸療癒解剖書: 根除肩頸痠痛,最新自癒療法Judy作 2013-08-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524 營業稅概說 鄭育書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惠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育書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興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德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清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倪建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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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746 侯勝賢畫集 廖麗惠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845 禱告九要訣 路帆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002 新編臺灣閩南語用字彙編 吳昭新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10319 オーボー真悟の短詩集 吳昭新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118 實用專案管理 余文德作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163 刑法概要 涂春金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170 國際排球規則與裁判執法技術. 2013-2016 陳進發, 蔡崇濱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1

涂春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進發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昭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余文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侯勝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路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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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156 克利夫特-帕勒娣80年的生涯 王英中作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217 土豆伯.霹吶啥米 巴野沙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385 人民團體會計實務與運作 高墀輝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361 四季.生活.湯 陳心珮, 曹秀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378 爭雄武林 蘇大國著 2013-09-00 首版 平裝 1

9789574308941 銀駒獨行俠 蘇大國著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453 姜新 吳立萍執行編輯 2013-10-00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大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姜以哲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墀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曹永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英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宇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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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446 飛翔鳥 張人耀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507 步槍射擊之道 Gaby Buhlmann等原著; 蔡文興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477 劉勝吉懷鄉詩書選集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538 伐夢 葉莎等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606 離相詩文集 曾炳炎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705 刻板印象: 蘇智偉版畫創作解析 蘇智偉作 2013-10-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炳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智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勝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文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人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文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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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873 渴望誕生: 生化陶瓷科技淨水新主流 楊友賓編著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903 國際人權法 雷敦龢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0203 Human rights seen from the arts Edmund Ryden SJ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880 體驗行銷 蔡翠旭編著 2013-09-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934 鱸鰻想飛 廖顯能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927 陳豐美畫集 陳豐美作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009 口笛初級教本 鄭瑞賢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豐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瑞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翠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顯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友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雷敦龢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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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054 臺灣之美: 郭櫻水墨畫集 郭櫻作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030 郭姝吟創作報告: 主要著作理念與技巧 郭姝吟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108 薇閣時代: 一個特殊時代的紀實 王運如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092 Legal crimes Hamid Ballout 2013-10-00 平裝 2

9789574309139 Time out of time Hamid Ballout 2013-10-00 平裝 2

9789574309146 Time to change Hamid Ballout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153 白癡的覺醒: 誰是天下大白癡 劉新雄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191 鬼使神差之殤之願望 天使J作; 荒川夕燒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

劉新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使J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運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Hamid Ballout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姝吟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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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238 優秀田徑運動員壓力來源、管理策略及心理技能訓練之研究: 以2012倫敦奧運選手為例洪惠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337 精神科職能治療: 過去與現在 李騏任編著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399 上個世紀末 D. Masolili作 2013-11-00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504 沈居漢畫集. 2013 沈居漢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450 一位醫事檢驗師的樂活人生: 廖素娥的退休紀念回憶集廖素娥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702 2010GTX 來者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素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孟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傳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居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惠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騏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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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696 看芬蘭 想臺灣 鄭乃榮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9696 看芬蘭 想臺灣 鄭乃榮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726 我們家的數研哪有這麼可愛 陳昭瑋作; 凃懿庭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757 御膳與石宴 鄭慧瑩總編輯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764 Invisible [陳家頡著]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849 ARM Cortex-M0+ LPC-800嵌入式系統快速上手 曾憲威, 潘榮貴, 陳榮富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870 「原臺南縣」臺灣紙厝工藝之研究 蔡志定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榮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志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義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家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錫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昭瑋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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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887 捨.得 南庄十年 徐華, 劉聖龍著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029 歲月的回憶: 尋找恩師、探訪家居 戴文凱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4310012 歲月的回憶: 尋找恩師、探訪家居 戴文凱編著 2013-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098 用歷史及案例釋疑海難救助 李蓬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166 俄羅斯武術SYSTEMA入門 江申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241 語法學: 當代錄像趨勢 簡麗庭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364 人體環保 朱智聖著 2013-11-00 平裝 上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麗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智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戴文凱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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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401 坐看雲起時 陳進順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432 西方人眼中的禪修與馭心 Jack Kornfield, Paul Breiter作; 賴杏旻編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654 游風采藝: 郭彩萍水墨創作展 郭彩萍作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715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閱讀心得 KIARA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70214 美學經驗的社會構成 黃聖哲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70351 破門而入: 為馬克思主義辯護 汪立峽作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3070467 一位應用民族學者的回顧 林恩顯編撰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070474 明月昌善詩集. 2002-2012 明月昌善作 2013-03-00 精裝 1

9789863070481 華語導遊輕鬆上手 韓德威等編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070498 牛車店 詹錦川製作; 羅思容文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70528 島嶼行旅: 庒內ㄟ美術館 林志銘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70535 嚴力詩選 嚴力作 2013-03-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山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彩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進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杏旻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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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070542 閱讀中國現代小說 宋國誠作 2013-01-00 精裝 1

9789863070559 繽紛的視野: 世華文學作品評析 楊松年主編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070573 易經占卜:諸葛神算 北川若瑟作; 陳文姬編輯 2013-02-00 精裝 全套 1

9789863070580 寶島低音歌王洪一峰: 一場啟蒙之旅 邱婉婷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3070597 我不要做井底之蛙! 張志聰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070603 唭喀唭喀的洗衣板 王見明作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070610 我於臺灣飛翔: 臺灣周行漫記 劉智倫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070627 走向世界的西藏牧童 堪布澤仁扎西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6552953 島嶼行旅: 跟著公共藝術.旅行 林志銘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6552960 我活在摩登時代的一切荒謬裡 鄭暐鴒作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6552977 中共對臺政策. 1979-2013 邵宗海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6552991 易股作契: 股市勝絕學 陳治平, 陳岩平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070016 王子: 從馬基維利「君王論」回到孔孟「王道」路況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070047 古松山方志: 錫口十三街庄的人與事 王受寧著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1228 中國人的房地產: 人類史上最大的房地產泡沫 金子麗編輯 2013-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951235 習近平出手 《大事件》編輯部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951242 中國官商暴富 劉民濤編輯 2013-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951259 太子黨中國搶錢 韋繁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951266 誰是大老虎 金少康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951273 中國經濟: 危機剛開始 王燕京編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7483 「圖像.符號」文化海報的設計與應用 蔡進興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513 數位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以臺灣中小學為實踐場域高震峰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520 澎湖設置觀光特區與居民意向之研究 黃齊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財大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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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967551 終身學習行動策略 中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568 泥地上的足跡 左岸.水筆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3174 啟動新陳代謝,維持健康抗老化!: 新陳代謝科醫師幫助您醫於病根和未病的50節課陳光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181 當醫療遇上衝突糾紛,訴訟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李詩應, 陳永綺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198 換姿勢,再愛一次: 99種最愛體位 柯夢波丹(Cosmopolitan)著; 藍弋丰翻譯 2013-09-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3204 真的有氣感了! 鄭清榮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211 不一樣的自然養生法(全彩圖解珍藏版) 吳永志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3228 配合28天生理期,喚醒妳的美麗!: 平衡女性荷爾蒙,打造健康與窈窕的人生松村圭子著; 林仁惠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235 我願意: 黃馬琍的36堂學習成長筆記 黃馬琍著; 魏棻卿撰述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242 明天他會去砍草 陳章南口述; 陳柏舟執筆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259 醫療促進溝通調解: 由敘事著手的衝突管理 和田仁孝, 中西淑美著; 李晨芸等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3658 幻城前傳 麗齊亞.特洛伊斯文; 倪安宇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719 消失的歷史 約翰.弗拉納根文; 崔容圃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726 皇家艦隊. 3: 狩獵者 約翰.弗拉納根文; 崔容圃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91922 繁花之城 瑪麗.霍夫曼文; 崔容圃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6484 弟子規.三字經.孝經易解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紙文物維護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9

核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能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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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605 鉤深致遠: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黃金富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2561 伯卿詩文集 許伯卿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7419 羅狀元醒世詩 羅洪先著 2012-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5094 閩南語. 2下: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四冊(臺羅版) 黃勁連總編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100 閩南語. 2下: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四冊(通用版) 黃勁連總編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148 閩南語教學資源寶典. 7 黃勁連總編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7816 墨翟精神 修平典範 張志凌總編輯 2013-06-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801 論語正讀 王進祥, 岳喜平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修平科大博雅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原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益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屯登瀛書院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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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416 工程數學奪分寶典 高成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65409 工程數學奪分寶典 高成編著 2013-06-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8965423 線性代數奪分寶典 高成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65447 線性代數奪分寶典 高成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65430 通訊系統與原理應用 丁豪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65454 通訊系統與原理應用 丁豪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407 觀念對了,獲得健康好輕鬆! 臺安醫院編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414 孕媽咪喜樂寶典 鄭鄭編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14421 超乎想像的愛: 關於生命的奧妙,其實我們所知甚少!傑瑞.湯瑪斯(Jerry D. Thomas), 約翰.鮑德溫(John Templeton Baldwin), 詹姆斯.吉卜森(L. James Gibson)著; 梁永強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438 奇妙的恩典 懷愛倫(Ellen G. White)著; 焦望新編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4831 Swishmax動畫教學講義 周保男作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5610 窺視Peep 靈煮等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5665 人仁仨 楊舒盛[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5672 小花與瓜 吐維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5689 神經質鄰居 靠靠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5696 奢侈品 熒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泰成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留守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高成文化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時兆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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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5311 爵士烏克獨奏曲集 陳郁官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5231 幻想製造師: 楊納的虛幻寫實主義 陳義豐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35248 風中情話: 陳正雄的抽象藝術 陳義豐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4594 (Re)writing (hi)stories: the postcolonial paradox in (self-)orientalizationChe-Ming Yang[作] 2012-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027 電影符號學: 從古典到數位時代 齊隆壬作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355 第三種觀眾的電影閱讀 簡政珍作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423 Linguistics aspects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Ching-Hsiun Lin[著]; Raung-fu Chung[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4455461 消費場所 John Urry著; 江千綺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008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要解 典璧尼嘛仁波切講述; 釋照明恭錄整理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2568 豪門誘愛 瑪格麗特.薇爾(Margaret Way)著; 羅秀純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3787 畢史尼斯學園 伊藤非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63923 辣美人V.S帥少東 古心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耕林

送存冊數共計：2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晁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烏克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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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63930 一世莫愛 惜之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3947 二世啞情 惜之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3954 三世泣戀 惜之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3961 女法醫之墮落天使 戴西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3978 冰總裁計擒麻辣妻 春秋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3985 大總裁拐盜笨甜心 春秋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3992 富豪寵愛漾美人 子心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005 大少纏愛傻美人 子心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012 伊人難為. 1, 裝笨也是很難的 銀千羽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029 姐姐有毒. 2, 慾求不滿死不了人 柳暗花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036 吸血鬼日記. 3, 血色的迷霧天使 L. J.史密斯(L. J. Smith)著; 吳雪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043 誓不為后. 柒, 聖女的遐思 度寒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050 妃常淡定. 八, 惡趣味的試煉 風滿渡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067 荳蔻小小妻. 1, 小妻未成年 月神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074 錯嫁良緣三部曲之冷宮囚妃. 肆, 不能說的「祕密」淺綠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081 家有刁夫. 1, 男人就是欠教訓! 周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098 養妃遊戲. 1, 霸道王爺小蘿莉 辛小作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104 伊人難為. 2, 想不厲害都不行 銀千羽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111 荳蔻小小妻. 2, 超危險相公 月神星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128 獨占帝王寵. 一, 正宮難為 醜小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135 家有刁夫. 2, 男人就是愛面子! 周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142 姐姐有毒. 3, 乾柴烈火用力燒 柳暗花溟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159 一品腹黑皇后. 壹, 伴「君」如伴虎 野北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166 笨美人誘捕酷少東 黑田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173 三號總裁情人 春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180 四號總裁情人 春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197 馴服豪門名媛 蕭宣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4203 調教豪門名媛 蕭宣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4210 嚴選豪門名媛 蕭宣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4227 一號總裁情人 春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234 二號總裁情人 春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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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64241 伊人難為. 3, 找碴可要找對碴 銀千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258 女法醫之黑幕重重 戴西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265 家有刁夫. 3, 男人就是學不乖! 周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272 姐姐有毒. 4, 愛人的不良後果 柳暗花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289 養妃遊戲. 2, 吾家蘿莉初長成 辛小作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296 一品腹黑皇后. 貳, 妖孽公子哥 野北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302 獨占帝王寵. 二, 調教皇帝 醜小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319 荳蔻小小妻. 3, 特A級禍水 月神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326 午夜的女兒. 2, 致命的情人 凱倫.詮斯(Karen Chance)著; 羅秀純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3844 清風明月 莊胡新浩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73851 月下披雲 莊胡新浩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32171 Warm-up: race. 2(student book) 2011-03-00 其他 1

9789867032188 Kinmen county English-service guide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7032195 Warm-up: race. 1(student book) 2012-08-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767 日本語 羅素娟等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8748774 管理小故事集冊 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製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748781 健康體適能與保健 翁麒焜編著 2013-08-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2

格林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益知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浩怡投資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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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2406 展覽設計知多少: 陳彩雲1/4世紀創作紀實 陳彩雲作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13094 妙法華: 心靈筆記書: 曉雲法師法語畫集 曉雲法師作.畫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3803 馬祖夜未眠 威廉.懷德(William Weidner)主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3827 種族觀下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 美國、非洲、與臺灣農業援助,1961-1971劉曉鵬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3599 人字書 鄧和平著 2010-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1627 天地有容: 邱靖容作品集 [邱靖容作] 2010-06-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5000 讓靈魂騷動: 10大頂尖名人給畢業生的祝福 蕭陽編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6408 西拉雅.北頭洋部落紀事 羊子喬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6422 臺灣大風雲. 第一冊, 皇民化夢魘 邱家洪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財信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根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格致視覺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鬯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泉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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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656439 臺灣大風雲. 第二冊, 鴨母寮滄桑 邱家洪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56446 臺灣大風雲. 第三冊, 悲情歲月 邱家洪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56453 臺灣大風雲. 第四冊, 官虎與錢鼠 邱家洪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56460 臺灣大風雲. 第五冊, 春雷初動 邱家洪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56484 先生您鼻仔夭壽長 陳義仁漫畫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6507 霧社人止關 姚嘉文著 2011-12-00 再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6656514 2012民進黨為什麼拿不回政權?: 20問民進黨 費邊社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56378 與風水幾度相逢 翠屏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047 操作級貨物裝卸與積載 周和平主編 2013-09-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8880054 船舶檢丈文件 周和平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880061 船舶檢查 周和平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8684 兩岸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陳金盈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111 宜爾辛之死及其他故事 列夫.托爾斯泰著; 李其寅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0874 臺灣醫生李應章 李克世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0898 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 世界最早記載臺灣的書 (吳)沈瑩撰; 張崇根輯校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家桂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學術

送存冊數共計：11

倫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海峽兩岸體育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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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480904 一片冰心在沸騰 顏元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0928 廈門日籍臺民之息訟解紛 趙國輝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729 萬古的呼喚: 金剛經妙義 果如法師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1002 功夫 九把刀原著; 邱福龍繪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019 1520 KAI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081026 功夫 九把刀原著; 邱福龍繪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81033 功夫 九把刀原著; 邱福龍繪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81040 1520 Kai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6081057 功夫 九把刀原著; 邱福龍繪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81064 功夫 九把刀原著; 邱福龍繪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81071 功夫 九把刀原著; 邱福龍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81088 1520 KAI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6081095 1520 KAI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集 1

9789866081101 1520 KAI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5集 1

9789866081118 1520 KAI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6集 1

9789866081132 噩盡島 莫仁原著; YinYin漫畫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081149 數術師: 宮本武藏的末世傳人 天航原著; 孫威軍漫畫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081156 術數師: 宮本武藏的末世傳人 天航原著; 孫威軍漫畫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81163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阿亮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081170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阿亮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6081187 噩盡島 莫仁原著; YinYin漫畫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6081194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阿亮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6081217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阿亮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集 1

送存冊數共計：4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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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81200 術數師: 宮本武藏的末世傳人 天航原著; 孫威軍漫畫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1443 孫易新心智圖法: 培養孩子的思考力與學習力 孫易新作 201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0007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年報. 2009年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編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57867 感謝老天,我活過了十年!: 許達夫醫師與癌共存之道許達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7942 刻印我的3D人生: 3D列印教母傅蘋的創業傳奇 傅蘋(Ping Fu), 美美.福克斯(MeiMei Fox)著; 藍曉鹿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079 偷閒: 下班後的幸福提案 游乾桂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086 羊道: 游牧春記事 李娟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178 三言良語 劉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192 沒有鑰匙的夢 辻村深月作; 王華懋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208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215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58239 情緒競爭力UP!: 15個線索,讓你把事情做完、做對、做好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著; 歐陽端端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246 歷史課本聞不到的銅臭味 李開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253 PTT鄉民大百科 Ffaarr, Lon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260 凱莉時尚玩首爾 霸比凱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284 鋼鐵草莓: 七年級的70個關鍵字 藍白拖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291 日月當空 黃易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12 1

9789571358420 日月當空 黃易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13 1

9789571358307 我往那裡走,因為那裡看不見路: 我的十年社工小革命方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報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1

浩域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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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358314 客製風暴: 解析未來十年商品、銷售、創業的獲利模式安東尼.弗林(Anthony Flynn), 艾蜜莉.弗林.凡卡特(Emily Flynn Vencat)合著; 張美惠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338 不革命行嗎?: 原中國文化部長跟你談中國政治 王蒙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345 地獄 丹.布朗著; 李建興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352 再晚也要一起吃晚餐 白坂麻子著; 葉韋利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390 尋找下一個賈伯斯: 跟賈伯斯的老闆學覓才、用才、育才及留才的51個心法許內爾的51個非典型創意徵才啟示諾蘭.布許聶爾(Nolan Bushnell), 傑尼.史東(Gene Stone)著; 李芳齡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406 我死過,所以知道怎麼活: 與死神相遇的11分鐘 鍾灼輝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413 羊道: 游牧初夏記事 李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437 行家這樣開餐廳: 懂得眉角,經營就上手! 林嘉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482 讀屍者 秦明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1358499 讀屍者 秦明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2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36944 海運貨損索賠釋疑 邱重盛著 2011-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2020 e化開口說日語 陳秀霞著 2011-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62044 e化開心學日語 陳秀霞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9506 鐵枝仔路變妝騎鐵馬: 三隆社區改頭換面社造紀實劉己玄採訪撰稿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0502 找回眷村的原汁原味 劉己玄採訪撰稿 2013-06-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登日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三隆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6

航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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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4444 大樹文史劄記 柯武村等著 2013-06-00 平裝 第3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002 優哉遊哉山豬窟 劉己玄採訪撰稿 2013-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6344 統坑溝變水了: 統嶺社區守望相助牽手護溪 劉己玄採訪撰稿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313 龍目井採風 劉己玄採訪撰稿 2013-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5004 檨仔腳悠活風情 劉己玄採訪撰稿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1402 《美濃先賢翰墨集》暨美濃黑白裡的追憶相片集楊忠興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月光山書畫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龍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檨腳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和山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統嶺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大樹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345 頁，共 617 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8524 高雄市南海書畫學會建國百年會員書畫冊 葉茂青等編輯 2011-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821 獅山聚落人文薈萃 劉己玄採訪撰稿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008 狀元魚的輝煌歲月: 援中港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營造紀實劉己玄, 鍾聰美採訪撰稿 2013-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4039 蕉非昔比: 記錄香蕉王國溪洲的蕭瑟 劉己玄主編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309 悠悠風華磱碡坑 劉己玄採訪撰稿 2013-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407 金山棗樂趣: 落實關懷據點成果紀實篇 劉己玄主編 2013-06-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新光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獅山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援中港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海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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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0950 習俗、疾病與神話: 臺灣平埔族群一項身體敘事與文本的析論簡銘宏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0967 詩文小圃 楊雪嬰, 黃文進編著 2013-08-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6300202 國際運動賽會管理之研究: 以2009年高雄世界運動會為案例鄭勵君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0240 憲法與人權 陳龍騰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0394 國中體育教師自我概念、教學信念、教學成敗歸因及其教學自我效能線性結構關係之實徵研究蕭秋祺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0400 山水中的人生風景: 蘇軾山水詩的生命觀照 黃彩勤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654 源源不絕賺好股 孫慶龍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4661 巴菲特選股神功 洪瑞泰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8734678 抓住K線獲利無限 朱家泓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4685 多空大贏家 洪守傑, 元大寶來期貨研究團隊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1027 燕巢采風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0519 萬樹通: 校園常見植物與病蟲害防治. 2 蔡景株等編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1568 臨床營養學: 膳食療養 陳淑娟, 尹彙文, 呂志成編著 2013-04-00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容園文化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新出版

送存冊數共計：6

原富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援剿人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高雄復文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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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521575 臨床營養學: 膳食療養 陳淑娟, 尹彙文, 呂志成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0401 府城歷史古蹟與建築: 近代十大經典建築 楊飛, 蕭靜玫, 許明珠編著 2008-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705 李修緣傳(濟癲活佛) 楊生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6703 桃園律師公會40年: 見證過去, 啟動未來 丁俊和等撰稿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3295 以賽亞書1-39章 史蒂文.麥金尼恩(Steven A. McKimon)主編; 林梓鳳譯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3301 以賽亞書40-66章 馬可.艾略特(Mark W. Elliott)主編; 李安琴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3356 聖經信息系列: 以斯拉記、 哈該書 費爾(Bob Fyall)著; 葛熙樂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363 聖經信息系列: 以斯帖記 弗斯(David G. Firth)著; 秦蘊璞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370 新約與神的子民 賴特(N.T. Wright)作; 左心泰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3387 聖經信息系列: 尼希米記 布瑞蒙(Raymond Brown)著; 楊曼如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394 收尾學: 開啟未來的決策力 亨利.克勞德(Dr.Henry Cloud)著; 何明珠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3400 點燃禱告之火 巴刻(J.I. Packer), 凱奈絲(Carolyn Nystrom)作; 顧瓊華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417 國度的生命: 用安息顛覆世界 唐慕華(Marva J. Dawn)作; 陳永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424 天亮,雨不停 哇咧星樂園作; 陳怡安等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448 覺醒的靈魂. 1, 魯益師談信仰 魯益師(C.S Lewis)著; 寇爾畢(Clyde S. Kilby)選編; 曾珍珍譯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律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送存冊數共計：2

桂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陞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第 348 頁，共 617 頁



9789861983455 覺醒的靈魂. 2, 魯益師看世界 魯益師(C.S Lewis)著; 寇爾畢(Clyde S. Kilby)編; 曾珍珍譯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83479 給你,我的祝福 林瑋玲, 鍾素明, 楊秀儀文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71103 壽延久久: 黃嘗銘篆刻 黃嘗銘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408 新屋石滬傳奇: 全臺最大石滬群田調實錄 新屋鄉愛鄉協會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415 石滬爺爺說故事 邱傑編.繪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7103 桃園縣榮光藝文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史新年等編輯 2011-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7058 不景氣的理財術 羅守至作 2013-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94395 東亞區域競合與兩岸國際參與創新 劉復國等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二十一世紀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2

桃縣榮光藝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祝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3

真微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縣新屋鄉愛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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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2435 豐富人生的必修學分. 第二輯 呂毓卿總編輯 2011-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1620 綜觀中國大陸產業佈局 IEK產業研究群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36662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工作報告. 102學年度黎建球等編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7607 Tales of dutch formasa: a radio docudrama in four episodesLlyn Scott, Norman Szabo 2011-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804 了義寶藏. 1, 了義炬: 大手印四加行簡要合集及正行教學次第第一世蔣貢康楚.羅卓泰耶作; 妙融法師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074 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 II, 臺灣環境品質的變遷與展望歐陽嶠暉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7081 臺灣能源及電力業之挑戰與機會 蕭代基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帝教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廣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化育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產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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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430 天帝教飾終誄辭輯成 江瑞普編著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8952447 天人禮儀手冊. 規範篇 財團法人天帝教極院道務院編輯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8952447 天人禮儀手冊. 規範篇 財團法人天帝教極院道務院編輯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0731 中國醫藥研究叢刊. 第29期 謝明村總編輯 2011-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31517 柔性的開啟: 臺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實務工作介紹雷游秀華等作 2011-10-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8270 ITE遊戲概論應考秘笈 王銓彰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8294 ITE遊戲企劃應考秘笈 徐熙灝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8300 黃金認證CWT全民中檢: 初等題庫密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01690 黃金認證CWT全民中檢: 中高等題庫密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3386 扶輪之路: 保羅.哈理斯傳 保羅.哈理斯(Paul Harris)著 2013-07-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8473393 扶輪ABC 克利夫.陶德曼(Clifford L. Dochterman)著; 李建榮譯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基督教彰化浸信會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醫藥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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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601 生命.宣教.復興: 1953-2013感恩與行傳: 彰化浸信會60週年紀念特刊譚巧興, 柯順發, 伊宗瑋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5137 誰識食滋味: 文學與藝術中的飲食符號 陳益源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5144 和風華韻: 中日飲食文化的交融 翁玲玲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5151 滋味的流轉: 遷徙與地域飲食文化的形成 林開忠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5168 山味、海味、臺灣味: 臺灣飲食文化歷史 張玉欣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5175 中華飲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張玉欣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2765 後拉法預力施工技術手冊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編著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542 曾文溪水利建設紀要 吳瑞山等編撰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7142566 臺灣主要河川水利建設紀要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彙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19132 <>補編 關中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民主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顧問工程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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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82109 標竿生技: 營運績效/研發實力調查. 2013 張益華總編輯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2722 戰亂逃難行 張明德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238 正覺學報. 創刊號 蔡禮政, 林偉仁, 游冥鴻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3517 國語文補救教學手冊 陳淑麗, 曾世杰主編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4959 海峽兩岸地工技術/岩土工程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2013方永壽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73586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畢業設計. 一零二年 成大建築102年畢業班作 2013-08-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3622 佛光菜根譚與名家書法碑牆 星雲大師等作 2013-10-00 平裝 3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建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永齡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地工技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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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573707 兩岸文化遺產節: 弘一大師.豐子愷護生畫集特展釋如常主編 2013-11-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5028 罕見之愛.百年同心: 心靈繪畫班作品集. 2011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8645035 因為有你愛不罕見: 罕見疾病父親節攝影特輯. 2012 2012-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5830 慈悲心路: 莫拉克風災慈濟援建 慈濟基金會編著 2010-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8057 杜聰明醫學博士120歲冥誕紀念專刊 杜淑純編輯 2013-08-00 精裝 5

9789868508064 杜聰明醫學博士銅像史集 杜淑純編輯 2013-11-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8442 攀越生命大山: 癱瘓工程師賴志銘的傳奇故事 賴志銘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3

9789868928459 泥塑人生: 輪椅上的陶藝家許宗煥 許宗煥口述; 宋芳綺執筆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8459 泥塑人生: 輪椅上的陶藝家許宗煥 許宗煥口述; 宋芳綺執筆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8466 微光璀璨: 漸凍夢想家袁鵬偉的傳奇故事 袁鵬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8466 微光璀璨: 漸凍夢想家袁鵬偉的傳奇故事 袁鵬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7

法律扶助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杜聰明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罕見疾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教慈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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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165885 強迫勞動與人口販運裁判選輯 萬象翻譯社翻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7517 傳功: 劉國松現代水墨師生展 劉國松編著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8537 健康小閱兵: 六大心靈守護繪本書目 江學瀅等編寫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0241 法鼓山年鑑. 2012 陳重光主編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3548 A HA!彩繪客家: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采盟兒童藝術節. 第五屆黃欣妤企劃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333 漫遊寰宇映照八方: 李安榮的布雕塑. 行囊篇 李安榮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7340 友誼之鼓 梅沙克.阿薩爾(Meshack Asare)圖.文; 謝明君英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7357 塔瓦出海記 梅沙克.阿薩爾(Meshack Asare)圖.文; 謝明君英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7364 阿蘇的呼喚 梅沙克.阿薩爾(Meshack Asare)圖.文; 謝明君英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

采盟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花縣天步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藝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桂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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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6202 消失的歷史映象: 邱顯明新聞攝影采風專輯 邱顯明作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8468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102年版(101年度)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6478475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102年版(101年度資料)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0153 「基因改造食品過敏誘發性評估」實驗室操作手冊(修訂版)朱文深主編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6110160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評估手冊(增修版) 朱文深主編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02956 隨筆,隨影. VI, 個人閱歷見聞的省思 蔡作雍作.攝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6770 日本保險業拓展新興市場之經營策略 呂慧芬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16787 保險英漢辭典 賴清祺, 吳小平總編輯 2013-10-00 修訂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6669 馬漢寶講座論文彙編. 第四屆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財團法人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編輯2011-11-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2

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思源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花縣王燕美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聯合徵信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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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6037 服侍善工的實務應用. 一, 服侍人 廖麗雲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26044 服侍善工的實務應用. 二, 服侍人的工作 廖麗雲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3245 紡織產業年鑑. 2013年 王冠翔等撰稿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93252 印尼紡織產業供需結構分析 王冠翔, 李信宏撰稿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8404 天佑屏中: 一個高中校長的心路歷程 李良末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1374 社工陪同出庭手冊 李姿佳等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3834 陳昌蔚紀念論文集 舒佩琦主編 2013-10-00 平裝 第6輯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昌蔚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張昭鼎紀念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4

屏東高中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埔里基督教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紡織綜合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357 頁，共 617 頁



9789869013703 變動時代的知識份子: 張昭鼎教授的一生 林銘亮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927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tructural engineeringKuo-Chun Chang, Keh-Chyuan Tsai, Kung-Juin Wang 2013-11-00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4375 CIC annual report. 2012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244375 CIC annual report. 2012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311 與癌共存或玉石俱焚?: 基督信仰對醫囑化療決定的看法戴文峻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335 七毒思 安東尼.賽爾瓦基歐(Anthony Selvaggio)作; 黃耀禮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342 仁慈謀殺或尊嚴死?: 基督信仰對安樂死的看法 戴文峻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9616 如何為你的妻子禱告 史多美.奧瑪森(Stormie Omartian)著; 陳晨光譯 2013-07-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6259630 如何為你已成年的孩子禱告 史多美.奧瑪森(Stormie Omartian)著; 彭怡寧譯 2013-07-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685 回家 邵貴恩(Gwen Shaw)著; 以琳書房編譯小組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259692 復興更待何時 邵貴恩著; 吳幼蘭譯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708 活出你的命定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林以舜譯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715 那我們呢? 伊坦.許克夫(Eitan Shishkoff)著; 臺灣亞太社會創新教育協會譯2013-08-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746 我去過天堂 羅伯茲.李亞敦(Roberts Liardon)著; 林孝威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259753 斷開掌控你的力量 羅伯茲.李亞敦(Roberts Liardon)著; 林孝威譯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以琳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地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研院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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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73895 數學零分的人 安娜.馮塔著; 夏維農譯 2011-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3901 A place called home Joshua, Erin Leung 2011-02-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7273963 願你們平安 白培英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007 印尼華人基督教宣教歷史圖片展 林治平撰稿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014 皮皮歷險記: 牧羊人大戰法老王 托比圖文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038 風雨彩虹: 民國百年與基督徒繽紛錄導覽手冊 林治平主編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199 海上教會:二十一世紀的宣教異象 馬丁.奧圖(Martin Otto)作; 俞飛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250 93奇蹟: Dora給我們的生命禮物(簡體字版) 蘇惠娟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359 跟著上帝去旅行: 在英格蘭海岸發現52個祝福 依品凡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366 橡果的祕密 陸可鐸(Max Lucado)著; 喬治.安傑利尼(George Angelini)繪; 穆卓芸譯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4380 自殘青少年的希望與醫治 馬爾伏.潘納(Marv Penner)著; 王心瑩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397 鐘聲為誰敲響 白培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403 神的話說神的靈 約翰.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著; 顧華德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410 宣教古道情 魏外揚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427 得力 寇紹恩等講; 沈佩明等文稿整理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3789 天堂沉默半小時: 電影中的信仰尋思 王怡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3796 活得久.活得好 瓦特.賴瑞模(Walt Larimore)著; 蕭寧馨譯 2010-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3802 聖經奇妙故事 丹尼爾.帕特拿(Daniel Partner)著; 理查.禾伊(Richard Hoit)繪; 穆卓芸譯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3819 動物也有話說 韋納.基特(Werner Gitt), 卡爾.萬海頓(K. H. Vanheiden)作; 石沿之譯2010-11-00 增訂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273826 阿湯的柺杖 彼得.赫爾德林著; 徐潔譯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3833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11 德國合一弟兄會著; 盧怡君, 李國隆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3840 雪地裡的小女孩 如玫.高登著; 穆卓芸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78661 鐵窗內的春天: 由「監牧」談「警牧」到「專牧」陸榮良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基督更生團契

送存種數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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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7096 胖子尋寶的傳奇故事 陳偉仁, 李志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7930 上帝說.情What: 兩性.新親密關係的變與不變 王乾任作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7199 流行時尚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205 批發零售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212 餐飲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328 物流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335 健康照護服務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2013-09-00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6886 艾瑪的大麻煩 卡蘿.布瑞克(Carol Ryrie Brink)著; 許書寧譯.繪 2013-08-00 1版 平裝 1

9789577516893 無痛學作文 黃玄著 2013-06-00 1版 平裝 1

9789577516916 我愛黑桃7 亞平作; 楊麗玲繪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930 雙面獵犬 沈石溪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577516992 像花一樣甜 童嘉圖.文 2013-09-00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5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商業發展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晨曦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信徒佈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360 頁，共 617 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6729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2013-07-00 平裝 第11冊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709 紀念林尹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凌亦文, 黃靖軒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1906 現代因果輪迴實錄 高仰崗編輯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5837 陽明海運千橋百媚世界經典橋梁攝影專輯 朱統平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5124 1.86坪的總統府 陳水扁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4970 解救身體小毛病: 上班族必備的健康小百科 葉雅馨總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44987 照顧父母,這樣做才安心: 完善的熟齡照護,給父母幸福到老!葉雅馨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和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凱達格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普陀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景伊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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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95197 萬和宮展覽專輯 林蕙敏主編 2011-10-00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630 用心看世界: 原來黑暗這麼明亮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0480 彩繪人生: 林智信藝術創作展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8890497 大方無隅: 蒲添生的雕塑風采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8990906 真理真形追求永恆: 陳慧坤紀念畫展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編輯部編輯 2013-08-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101 孩子的第一本聖經 Kenneth N. Taylor著; Nadine Wickenden, Diana Catchpole繪圖; 許書寧譯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6118 從天堂來的21封信 恩思立(Eddie Ensley), 鄂藍多(Angelo Arrando)著; 黃佳音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5318 走入生活的智慧聯網: 匯流科技、政策與產業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93995 新港國際社區藝術節成果專輯 新港文教基金會編輯 2013-06-00 平裝 1

9789579793995 新港國際社區藝術節成果專輯 新港文教基金會編輯 2013-06-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科法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港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勤宣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盲基金會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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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0665 跨國移轉訂價策略及風險管理 吳德豐, 郭宗銘, 徐麗珍總策劃 2013-09-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8710672 公益理想實踐之路: 非營利組織之設立與管理實務張明輝, 周筱姿著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36838 プラスチック加飾技術の基礎と最近の動向 桝井捷平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237 The superkids chronicles Master Sheng Yen[作] 2013-09-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6443558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英文、斯里蘭卡文、緬甸文、柬埔寨文、中文)聖嚴法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443565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英文、德文、西藏文、印度文、中文)聖嚴法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443572 以禪心過好生活 聖嚴法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596 今生與師父有約 果祥法師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9861 趣味歌謠: ㄅㄆㄇ聖經人物 李愛蓮總編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09885 把喜樂送給你 蒲公英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9892 無限尊榮: 好MAN的88個故事 李愛蓮總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9908 小熊奇奇的冒險 蒲公英編輯部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4

彰縣鹿港民俗文物館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蒲公英希望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2

資誠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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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1600 鹿港民俗文物館40週年紀念訪談 施明發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6113 甜蜜小札 劉群茂作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8539 董尼才悌聲樂歌曲樂集樂曲分析 林美智著 2009-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58546 董尼才悌與美聲 林美智著 2009-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37472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 華嚴蓮社, 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會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0506 畫出大地的愛: 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第二十一屆董哲瑋執行編輯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8790513 畫出大地的愛: 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第二十二屆董哲瑋執行編輯 2012-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6480 譯者養成面面觀 Hsien-hao Liao, Tien-en Kao, Yaofu Lin作 2013-06-00 1st ed. 平裝 2

9789572876480 譯者養成面面觀 Hsien-hao Liao, Tien-en Kao, Yaofu Lin作 2013-06-00 1st ed.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教社會互談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士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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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56775 再啟天真之眼: 奇美藝術獎特展. 廿五周年 郭玲玲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6413 中油美展作品集. 2013年 陳明輝主編 2013-06-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904 文訊30: 作家珍藏書畫募款拍賣會圖錄 封德屏, 曾肅良主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5904 文訊30: 作家珍藏書畫募款拍賣會圖錄 封德屏, 曾肅良主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5914 禪修吧!內在安詳由智慧而來 臺灣內觀禪修基金會編譯組翻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35921 生活的藝術（The Art of Living) 葛印卡(S.N. Goenka)講; 威廉.哈特(William Hart)編著; 財團法人臺灣內觀禪修基金會譯2013-11-00 第五版第八刷 平裝 1

9789572975428 生活的藝術 葛印卡(S.N. Goenka)講; 威廉.哈特(William Hart)編著; 財團法人臺灣內觀禪修基金會譯2007-07-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0915 中小企業財務錦囊 李俊德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0922 信用狀交易糾紛解析暨最新案例研討 陳賢芬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0939 權證好好玩: 投資人必須瞭解的投資工具 王衡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0953 貨幣銀行學: 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0960 兩岸銀行業專有名詞對照手冊 李國雄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內觀禪修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奇美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中油福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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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370946 中小企業財務法規與會計實務: 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2-05-00 增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6370977 中小企業財務資源與法規 中小企業財務資源與法規編輯委員會主編 2012-05-00 增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6370984 中小企業財務會計實務 中小企業財務會計實務編輯委員會主編 2012-05-00 增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5943004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bank Internal control and audit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2012-05-00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3011 銀行授信債權確保與回收教戰手冊 黃瑞龍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028 臺資銀行問路中國指引 黃勁堯, 林耀章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035 國際擔保函: ISP、URDG實務應用 陳達景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042 名家觀點 臺灣銀行家特約撰述群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059 金融脈動: 掌握台灣金融關鍵 臺灣銀行家特約撰述群作 2012-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43066 金融脈動: 解讀國際與兩岸金融 《臺灣銀行家》特約撰述群編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073 人民幣國際化,清算機制與臺灣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080 走出歐美債危機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103 會計學概要: 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110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編輯委員會主編 2012-07-00 增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5943127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法規輯要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法規輯要編輯委員會主編2012-07-00 增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5943141 臺灣貨幣市場: 沿革.架構.實務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134 銀行內控與內稽: 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2-07-00 增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5943158 銀行授信法規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165 銀行授信實務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172 票券金融管理法相關法令彙編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2012-09-00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3189 贏戰臺股: 有錢人也想學的基本分析 陳威良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196 進出口貿易與押匯實務疑難問題解析. 貳篇 葉清宗著 2012-11-00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3202 貿易融資風險管理暨案例解析 葉清宗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219 我國金融業營運趨勢展望問卷調查. 2013 鄭貞茂主編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233 銀行授信法規及實務: 重點整理暨試題解析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240 金融小法典: 銀行、信託及票券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257 富人稅了沒?: 解答你對富人稅的迷思 封昌宏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0359 房貸估價實務與風險控管必讀6堂課 李維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0625 新版國際應收帳款承購統一規則 王國旭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264 票據法實務問題個案研究 林春鏞著 2013-05-00 增修訂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43271 銀行授信實務個案精選 呂子立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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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43288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與評議案例解析 連志清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318 讓你的理財更保險 賴俊男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325 退休金QA學堂 郭俊杰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332 期貨與選擇權操作實務與技巧 吳嘉欽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349 信託法規與稅制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356 信託原理與實務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363 金融商道: 金融人員關係行銷與談判術 輝偉昇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370 中華信評評等報告年鑑. 2012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主編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43394 巴塞爾資本協定三(Basel III)實務應用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400 解讀金融業務完全手冊. 證券與保險篇 林宜學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424 臺灣股市何種選股模型行得通? 葉怡成, 吳盛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431 銀行催收個案精選 華祥任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479 信託業務總整理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486 做自己的伯樂: 職場問題自己搞定 周志盛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5990 慈惠醫院年報. 98-99 吳景寬等撰稿; 周保君總編輯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8940505 慈惠醫院年報. 100-101年 吳景寬等撰稿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7512 神的話語見證神的顯現與神的作工: 考察真道一百題問答全能神教會編輯部作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8937550 羔羊展開的書卷 全能神教會編輯部作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8937567 國度福音見證問答 全能神教會編輯部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974302 聰明童女的奧秘就是認識新郎的聲音: 認識神的聲音才能跟上神的腳蹤末世基督, 全能神教會編輯部作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桃縣基督教新歌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北市南山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0

高雄仁愛之家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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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6963 淬: 許月琴水彩畫集 許月琴著 2012-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8006 嘉義縣縣定古蹟朴子配天宮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漢光建築事務所編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0710 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技術精進及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3何三平等合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8463 提升豬隻繁殖性能的措施 江柏輝等編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958470 豬隻人工授精的未來展望 江柏輝等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3660 心靈饗宴. 第六期, 當代靈修專輯 劉錦昌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31848 人生的困境與拯救: 羅馬書的信息 陳南州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1862 價值vs.成就 胡忠銘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動物科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縣朴子配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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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5640 退休新學堂: 迎接銀髮新天地的14堂課 黃勝雄等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5657 愛在臺灣原鄉: 山地鄉IDS醫療十週年回顧與展望黃勝雄等著 2010-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4402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創世紀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712 新敘事 約翰.博客等作; 全通翻譯社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4

9789868764736 關鍵論述與在地實踐: 在地脈絡化下的新媒體藝術邱誌勇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64750 臺灣科技藝術發展政策灰皮書 王伯偉等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64767 數位藝述. 第叄號 Daphne Bavelier等作; 林志明, 許夢芸, 張立德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9738 吃出健康美麗 楊濟鴻著 2013-08-00 增訂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117 不紙是藝術 吳淑敏等作 2013-08-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環保媽媽環境保護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7

慧深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樹谷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聖經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門諾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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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020602 低碳生活行: 拜訪臺灣45個示範社區 財團法人環保媽媽環境保護基金會採訪撰述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5078 營養教材 林宏榮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269 臺灣星鼓王(英文版) Zhe-Yu Lin[作] 2013-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4512 佛說阿彌陀經 2013-05-00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324529 大悲寰宇: 如何修持大悲咒 釋心道作 2013-05-00 五版 精裝 1

9789866324536 靈鷲山30週年山誌. 宗師法教篇 靈鷲山教育院彙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543 靈鷲山30週年山誌. 教育傳承篇 靈鷲山教育院彙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550 靈鷲山30週年山誌. 護法弘化篇 靈鷲山教育院彙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567 靈鷲山30週年山誌. 宗博志業篇 靈鷲山教育院彙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574 靈鷲山30週年山誌. 國際交流篇 靈鷲山教育院彙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581 靈鷲山30週年山誌. 寺院建築篇 靈鷲山教育院彙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0416 地球生命探測學: 為人類回到未來 亞伯拉罕.卡倫(Ibrahim Karim)著; 陳玲, 潘定凱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3

9789578840423 視覺與生命: 邁向好視力的十步驟 梅爾.史乃德(Meir Schneider)著; 潘定凱, 陳慧慈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琉璃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2

羅慧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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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4729 親愛的朋友,請聽我唱一首歡迎歌 徐珮菡歌詞、策劃、內容設計; 劉佳傑繪圖、繪譜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40819 是的,總有這樣一個人,在你的生命裡。: 世界名人的愛情故事巨英作 2011-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0826 玩的就是計謀 東方夫子作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40833 巴菲特給散戶的9個忠告 郭硯靈, 潘方勇作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40840 人脈: 胡雪巖的那套辦法 趙凡禹作 2011-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0857 賭出來的歷史 吳如松編著 2012-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0871 臥底中國: 生活在五星紅旗下. II 蘇亦正作 2012-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0888 冰鑑: 識人術第一奇書: 比面相學更準確的識人術曾國藩原典; 盛琳譯解 2012-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0895 30歲後,你拿什麼養活自己 張笑恒作 2012-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0901 挺經: 詭道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 人生,挺得住才精彩!曾國藩原典; 盛琳譯解 2012-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0918 辛亥,就是一場鬧劇: 皇族內閣,你當我們都是豬!王強編著 2012-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0932 做事不能太老實 李浩然作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340949 那年,那月,典藏的記憶: 世界名人情書大全 雅瑟, 王藝潞主編 2012-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0956 30歲小美女的幸福學: 能讓自己幸福的人.才能帶給別人幸福靜濤著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0970 創意是什麼? 陳放, 武力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40987 你可以完全不憂鬱: 其實,憂鬱症是可以治癒的! 牧之, 單鵬編著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40994 100種輕鬆不須要恆心與毅力的戒菸方法: 輕輕鬆鬆、不知不覺中,就把菸給戒了!葉舒婧著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009 大明帝國,怎麼就垮了呢? 山高月闊著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016 30歲男人,你應該知道怎麼做 孫朦著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023 20幾歲,該知道些什麼 孫朦著 2012-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030 大宋帝國,一路往南走 姚偉, 于茂世著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047 霸氣 司馬林解譯 2012-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51054 窮人與富人的距離0.05mm 張禮文著 2012-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1061 1949國民黨敗給共產黨的100個原因 羅松濤著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078 西點鐵律 謝文輝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鴿文化

迷樂豆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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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51085 糊塗,是有學問的 諸葛文浩作 2012-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1092 漫畫心理學: 輕鬆簡單,一看就懂的心理學! 王絮編著 2012-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108 春秋戰國的那些CEO們 楊關三著 2012-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115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猶太人憑什麼有錢 孫朦著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122 人脈是可以被設計出來的. 求人篇 劉元著 2012-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139 賈伯斯給青年的9個忠告 陳馳作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146 歷史的心計 羅杰著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153 女人一生要做的50件事 王星凡作 2012-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51160 男人一生要做的50件事 王星凡作 2012-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51177 乞丐不會嫉妒百萬富翁,但他們會嫉妒比自己混得好的叫花子黎明著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184 20歲後,要懂點說話技巧 牧之著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191 漫畫經濟學 武敬敏作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207 上班途中可以做的72件事 熊力樊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1221 人脈是可以被設計的. 送禮篇 劉元作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238 漫畫生活哲學 王絮作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245 我是千里馬,不信,我跑給你看! 向陽作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252 人是浮出來的,不是爬上去的 向陽作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269 歐巴馬給青年的9個忠告 王楷星作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276 漫畫投資學 武敬敏作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283 少年維特的煩惱: 歌德中短篇小說選 歌德作; 柳如菲譯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290 老人與海: 海明威中短篇小說選 海明威作; 陌上花譯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306 圖解國富論 亞當斯密作; 殷梅譯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313 競選州長: 馬克吐溫中短篇小說選 馬克吐溫作; 江小沫譯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320 卡門: 梅里美中短篇小說選 梅里美作; 南宮雨譯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337 別讓大學毀了你 高杰作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344 心學: 和王陽明一起修心成事 廖春紅作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351 35歲,活著確實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 張禮文作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368 沉思錄 馬可.奧理略作; 雲中軒譯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375 小公務員之死: 契訶夫中短篇小說選 契訶夫作; 江小沫譯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382 圖解人類的故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作; 劉明譯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399 圖解一次完全讀懂厚黑學 李宗吾作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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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51405 圖解聖經的故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作; 和彩霞譯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412 20幾歲,必須要知道的錢知識 沈慧作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429 兩個地主: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選 屠格涅夫作; 江小沫譯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436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中短篇小說選 芥川龍之介作; 陌上花譯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443 笑話心理學 牧之, 偉偉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1450 笑話銷售學 凡禹, 海霞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1467 笑話管理學 魯克德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1474 笑話經濟學 斯凱恩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1481 變形記: 卡夫卡中短篇小說選 法蘭茲.卡夫卡作; 柳如菲譯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498 田園交響曲: 紀德中短篇小說選 安德烈.紀德作; 南宮雨譯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504 圖解西方美術簡史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作; 呂苗譯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528 湖濱散記 亨利.大衛.梭羅著; 文真明譯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535 圖解用地理說世界歷史: 房龍地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著; 賈開吉譯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542 黑道教我們的12件事: 欲成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樊維佳作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559 圖解歷史的寬容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作; 王琳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566 如何成為一個形神俱備的貴族 陳鏡宇作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573 1644-1662: 南明這一段歷史 山高月闊作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580 圖解精神分析引論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作; 南玉祥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597 那些菩薩給我們的故事: 安寧療護的故事集 許禮安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603 洛克菲勒寫給兒子的三十封信 洛克菲勒作; 龍婧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610 一次讀完二十五史故事 張承望作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627 看看人家猶太人 孫朦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634 圖解夢的解析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作; 南玉祥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641 以牙還牙,加倍奉還: 半澤直樹の倍返しだ 王國華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658 摩根寫給兒子的三十二封信 摩根作; 林望道譯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5813 聖堂的獻祭 法蘭西絲卡.凱伊(Francesca Kay)作; 謝忍翾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813 聖堂的獻祭 法蘭西絲卡.凱伊(Francesca Kay)作; 謝忍翾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0

送存冊數共計：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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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55820 我從死人那裡學來的把戲 凱蒂.奧德理奇(Kitty Aldridge)作; 謝忍翾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837 無可奉告的祕密 謝曉昀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1380 人生六論 劉心美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971403 打開猶太人創造金融帝國的秘密: 世界最偉大的貨幣操控手: 羅斯柴爾德張數作 2013-07-00 平裝 2

9789865971410 多一分鐘的思考,減少十分鐘的工作: 簡化做事方法的8個思考術劉又芹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971427 在星巴克遇見杜拉克: 和管理大師ㄧ起喝咖啡、談管理、聊人生李麥可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971434 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給年輕人的人生啟示錄沈浩卿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971441 相信!就買的起!: 沒有商品是買不起的,只有認為買不起的人瘋狂人生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971458 世界上最賺錢的銷售課 瑞奇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971465 潛規律: 幫你看懂自己、看清世界的神奇定律 薩博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71472 為什麼你的荷包在縮水: 讓錢消失的消費經濟學張彬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71496 自癒系心理學: 真正管用的修心之術 萊恩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71519 積極思考就是力量 劉禹陽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1486 觀光韓國語 王永一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1523 輕鬆說廣東話 梁雪華編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530 越南語發音入門 陳凰鳳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547 日本語學校.專門學校.大學.研究所日本留學指南. 2013-2014公益社團法人東京都專修學校各種學校協會, 財團法人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編輯2013-07-00 平裝 1

9789866371554 韓語的奧秘: 專門為華人寫的韓語文法書 鄭吉成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1561 韓半語: 從「好啊」(콜)開始 陳慶德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6

野人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4

悅讀名品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統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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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30335 錦衣夜行. 第五部. 卷二, 異域先鋒 月關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373 幻影之星 白石一文著; 陳寶蓮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403 自行車 Bset 100: 引領21世紀自行車潮的文藝復興札希德.薩達爾(Zahid Sardar)著; 李淳家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0427 錦衣夜行. 第五部. 卷四, 通天妙計 月關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434 錦衣夜行. 第五部. 卷五, 一騙取江山 月關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441 變色龍 裘瑟.阿古瓦盧薩(Jose Eduardo Agualusa)著; 陳逸軒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458 奢侈貧窮 森茉莉著; 吳季倫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0465 行騙江湖 易之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830472 私の四季花草。家生活 張令枝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489 長相思 桐華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830533 長相思 桐華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830496 明日綻放的花蕾 朱川湊人著; 劉子倩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502 佛陀教你不煩惱: 鍛鍊心靈冥想法,讓你擁抱快樂、幸福一輩子蘇曼那沙拉作; 卓惠娟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519 正念療癒力: 八週找回平靜、自信與智慧的自己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著; 胡君梅, 黃小萍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0526 小學大冒險: 不同體制教孩子的事: 從溫哥華、臺北到宜蘭,陪孩子經歷不同學校的快樂與挫折,學會面對不完美的世界劉如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540 塔希里亞: 魔幻剪影故事集 吳淼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30557 錦衣夜行. 第六部. 卷一, 驅狼鬥虎 月關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564 東京下町古書店. 卷一, 搖滾愛書魂 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571 量子江湖. 燕子塢 陳悵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30588 量子江湖. 燕子塢 陳悵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30670 量子江湖. 燕子塢 陳悵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5830595 文具手帖. Season 3: 燃燒手帳魂! Tiger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601 阿波羅的天使: 芭蕾藝術五百年 珍妮佛.霍曼斯(Jennifer Homans)著; 宋偉航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0625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830632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830649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830656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830663 錦衣夜行. 第六部. 卷二, 帝王術 月關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694 婦女樂園經典全譯本 埃米爾.左拉著; 李雪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30700 婦女樂園經典全譯本 埃米爾.左拉著; 李雪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30762 哈佛最受歡迎的快樂工作學: 風行全美五百大企業、幫助兩百萬人找到職場幸福優勢,教你「愈快樂,愈成功」的黃金法則!尚恩.艾科爾(Shawn Achor)著; 謝維玲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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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30847 貓小捲愛編織 貓小捲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861 錦衣夜行. 第陸部. 卷三, 易水寒 月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190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慧淨法師講述;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8190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慧淨法師講述;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8805 崑山科技大學師生專利手冊 崑山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崑山科技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 崑山科技大學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辦公室主編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4509 兵王: 特種部隊生死鬥 江清波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4516 大測謊師: 犯罪心理專家破案實錄 賈國勇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49461 Developing college EFL students' oral proficiency: a study of in-class speaking activities and instructional practicies莊媖纓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0432 里約小情歌 Jack Scholes著; 李璞良譯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0524 愛玩美!美容美體英文 謝佩芩, Brian Foden著; 劉嘉珮譯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0678 日語美食王 游淑貞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0883 English power: on! building vocabulary & reading skills. level 3Laura Phelps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0951 English no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everyday life. 1Owain Mckimm[作] 2013-04-00 2nd ed. 其他 1

9789863180968 English no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everyday life. 2Owain Mckimm[作]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3180999 衝刺新日檢N2聽解: 從考古題突破 田中綾子,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著; 黃彥儒譯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

寂天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33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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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81002 小氣財神: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Charles Dickens著 2013-05-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019 伊索寓言: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Aesop著 2013-05-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026 彼得潘: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J. M. Barrie著 2013-05-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033 新多益閱讀超高分: 黃金試題1000題(解析版) 李明珍著; 林育珊, 彭尊聖譯 2013-05-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1040 教你看懂財經英文: 一次掌握關鍵詞彙概念 Curtis M. Revis Seubert著; 陳昱綸, 黃仲華譯 2013-05-00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3181057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 鄭玉瑋譯2013-05-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1064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 鄭玉瑋譯2013-05-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1071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 鄭玉瑋譯2013-05-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181088 日檢單字N1完全制霸 齊藤剛編輯組著 2013-04-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095 玩味廚房英語: 48堂專業廚房英文課 Robert Majure著 2013-05-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118 English no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everyday life. 3Owain Mckimm[作]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3181125 Grea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Harold Ward[作] 2013-06-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3181132 快樂王子: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Oscar Wilde著 2013-06-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149 亞瑟王與圓桌武士: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Mary Macgregor著 2013-06-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156 希臘神話故事: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James Baldwin著 2013-06-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163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譯 2013-06-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181170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譯 2013-06-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181187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譯 2013-06-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181231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譯 2013-07-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181194 Let's see grammar: 彩圖初級英文文法. Basic Alex Rath Ph.D.著; 謝右, 丁宥榆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1200 Let's see grammar: 彩圖初級英文文法. Basic Alex Rath Ph.D.著; 謝右, 丁宥榆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1217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寫作課本. 1 Christine Dugan等著; 黃詩韻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224 English for hotels and restaurants Robert Majure, Jess Martin 2013-07-00 2nd ed. 其他 1

9789863181248 Success with reading. 1 Gregory John Bahlmann, Michelle Witte, Zachary Fillingham著2013-06-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3181255 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 Gregory John Bahlmann, Michelle Witte, Zachary Fillingham著; 林育珊, 劉嘉珮譯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1262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寫作課本. 2 Christine Dugan等著; 黃詩韻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279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寫作課本. 3 Christine Dugan等著; 黃詩韻譯 2013-08-00 初版一刷 其他 1

9789863181286 Fun學初級英文文法 Dennis Le Boeuf, 景黎明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293 清秀佳人: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Lucy Maude Montgomery著 2013-07-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3181309 Let's see grammar: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 Alex Rath著; 羅竹君, 丁宥榆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1316 Let's see grammar: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 Alex Rath著; 羅竹君, 丁宥榆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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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81323 綠野仙蹤: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L. Frank Baum著 2013-07-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3181330 英語連音說得溜 Lisa Vogt著; 羅慕謙, 陳美如譯 2013-07-00 二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347 莎士比亞故事集: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E. Nesbit著 2013-07-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3181354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 邱佳皇譯2013-07-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181361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 邱佳皇譯2013-07-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181378 長腿叔叔: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Jean Webster著 2013-08-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385 Fun學美國各學科初級課本: 新生入門英語閱讀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陸葵珍譯 2013-08-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1392 Fun學美國各學科初級課本: 新生入門英語閱讀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陸葵珍譯 2013-08-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1521 Fun學美國各學科初級課本: 新生入門英語閱讀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陸葵珍譯 2013-09-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181538 Fun學美國各學科初級課本: 新生入門英語閱讀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陸葵珍譯 2013-09-00 初版二刷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181408 安徒生童話: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Hans Christian Andersen著 2013-08-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415 國際專業餐飲英語 Robert Majure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422 男孩女孩的夏日劇場學園 Robert Campbell著; 安卡斯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439 英倫女孩站出來 Elspeth Rawstron著; 安卡斯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446 說英語,Fun遊臺灣 Andrew Crosthwaite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453 Essential English for restaurants and hotels Yen Yen Chen, Yen Yu Chen, Jose Moore[作] 2013-09-00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1460 A course in linguistics Raung-fu Chung[作] 2013-09-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3181477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寫作課本 Christine Dugan等著; 林育珊譯 2013-09-00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181569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寫作課本 Christine Dugan等著; 林育珊譯 2013-10-00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181484 國際專業餐飲英語 Robert Majure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491 English up!: success with english Hsieh Pei-Chin, Fang Fang-Fang, Lee Shu-Chiung[作]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3181507 格林童話: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Brothers Grimm著 2013-09-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514 秘密花園: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Frances H. Burnett著 2013-09-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545 May I Help You?餐飲旅館英文 Robert Majure, Jess Martin作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1552 Success With Reading Zachary Fillingham, Owain Mckimm, Gregory John Bahlmanny作2013-10-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3181583 咆哮山莊 Emily Bronte原著; Jennifer Gascoigne改寫; 安卡斯譯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606 商用日文E-mail範例 橋本友紀, 藤本紀子著; 江秀月譯 2013-10-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613 黑神駒: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Anna Sewell著 2013-10-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620 日本民間故事: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冷沂著 2013-10-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637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1, 動詞篇 e-Creative Contents, Michael A. Putlack著; 歐寶妮譯 2013-10-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644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2, 形容詞篇e-Creative Contents, Michael A. Putlack著; 歐寶妮譯 2013-10-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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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606 賽德克靜觀: 劉清儀攝影集 劉清儀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083 建築.3DS(DIAGRAM、DIALOGUE、DETAIL、SCALE): 逢甲建築102級畢業專刊. 2013逢甲大學建築學系102級畢業班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3083 建築.3DS(DIAGRAM、DIALOGUE、DETAIL、SCALE): 逢甲建築102級畢業專刊. 2013逢甲大學建築學系102級畢業班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3090 逢甲建築伍拾紀念特刊 黎淑婷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1216 休息在陰影中: 「轉煩惱為道用」的六堂課 堪布.卡塔仁波切(Ven. Khenpo Karthar Rinpoche) 作; 金吉祥女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254 薩惹哈道歌: <>釋論 薩惹哈尊者根本頌; 堪千慈囊仁波切釋論; 施心慧口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8412 老子說人生就該這麼過: 教你如何安身立命的道家智慧. 上孔令江編著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429 這時候,你需要老莊的智慧: 教你如何安身立命的道家智慧. 下孔令江編著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450 將美好滲透到每一個細胞: 你本來就可以擁有. 上奧里森.馬登著; 王少凱譯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467 只要願意,萬事皆有可能: 你本來就可以擁有. 下奧里森.馬登著; 王少凱譯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8550 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 張維安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曼尼文化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70

第五階專業沖印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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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0368550 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 張維安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68567 第二語言讀寫教學研究 David Wible(衛友賢), 李明懿, Barry Lee Reynolds主編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68567 第二語言讀寫教學研究 David Wible(衛友賢), 李明懿, Barry Lee Reynolds主編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3157 臺灣、香港二地人文、經濟與管理互動之探討 李誠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3164 王道文化在21世紀的實踐 劉兆玄, 李誠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39489 第七天 余華作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39496 開門見山色: 文學與建築相問 阮慶岳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39502 持續進行的瞬間: 談攝影及其捕捉的心靈 傑夫.代爾(Geoff Dyer)著; 吳莉君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519 如何生存的非生存能力: 證實有助於克服害羞、折磨、肥胖、單身、衰事、心理疾病,讓悔恨更少及認清愛情歐各思坦.柏洛斯(Augusten Burroughs)著; 林詠心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526 謝利 西多妮.加布里葉.柯蕾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著; 張穎綺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533 三...六...九 西多妮.加布里葉.柯蕾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著; 顏湘如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540 經典。孔子 論語 曾昭旭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557 喜嫁 琴律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739564 喜嫁 琴律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739755 喜嫁 琴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739762 喜嫁 琴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739571 融岩 汀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39595 融岩 汀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39588 融岩 汀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739601 陰陽無界異聞錄 黯然銷混蛋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739618 史上最G8除靈師 八爪魚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739625 不疲勞的生活: 每天3分鐘,徹底終結疲勞、輕盈身體、容光煥發安保徹著; 廖舜茹譯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39632 天空的冒險 吉田修一著; 王華懋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649 惡人 吉田修一著; 王華懋譯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39656 初戀.神嫖 莫言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39663 蒼蠅.門牙 莫言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39670 老槍.寶刀 莫言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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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739687 美女.倒立 莫言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39694 欲望與絕爽: 拉岡視野下的當代華語文學與文化楊小濱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39700 瓶中美人 雪維亞.普拉絲(Sylvia Plath)著; 郭寶蓮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717 精靈: 普拉絲詩集 雪維亞.普拉絲(Sylvia Plath)著; 陳黎, 張芬齡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724 王立群讀《宋史》之宋太袓 王立群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39731 王立群讀《宋史》之宋太袓 王立群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39779 零地點 伊格言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786 17天就逆齡!幫你的身體恢復年輕: 你的身體每分鐘都在老化,一口氣解決5種老化問題,扭轉身體機能、保持青春,擁有不退化的身體麥克.拉菲爾.莫雷諾(Michael Rafael Moreno)著; 王以勤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809 給40歲的嶄新開始 松浦彌太郎著; 阿夜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816 超魔女調查報告 高普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39823 史上最G8除靈師 八爪魚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739854 妾本庶出 菡笑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739892 誰在門那邊 伊莉莎白.海涅斯(Elizabeth Haynes)著; 韓宜辰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922 茂呂美耶的歷史手帳: 十八個你一定要認識的日本人物茂呂美耶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70843 信任的療癒力: 相信自己敞開自我,擁抱真正的愛與親密大衛.里秋(David Richo)作; 楊仕音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70850 聖五傷畢奧神父傳 C.伯納德.盧芬(C. Bernard Ruffin)作; 朱怡康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1568 半導體元件物理與製作技術 施敏, 李明逵著; 曾俊元譯 2013-08-00 三版 平裝 2

9789866301575 氣味拾光機 蘇冠心, 楊佳靜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582 教學,有新意 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政大地政系暨系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6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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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010702 不動產學之課題與展望 顏愛靜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4378 開洞吧,男孩! 季安揚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408 香港Dude 星谷周作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415 突然獨身 葉志偉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74439 男X男自由行: 關西 關西G遊觀光連盟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446 不是我想掰彎你 小峰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453 繩縛本事 小林繩霧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74460 軍犬 夏慕聰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74477 有基生活 唐辛子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477 有基生活 唐辛子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484 窺 徐嘉澤著 2013-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474491 他城紀 徐嘉澤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507 全部幹掉 TOP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186 鯤島遺珍:臺灣漢人書畫圖錄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6186 鯤島遺珍:臺灣漢人書畫圖錄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6346 百年人文是怎樣煉成的 楊儒賓等主編 2012-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384 數學分析基礎 王懷權編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16391 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會論文集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策劃整理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407 報告好好寫: 科技報告寫作通用手冊 劉承慧, 沈婉霖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6407 報告好好寫: 科技報告寫作通用手冊 劉承慧, 沈婉霖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6414 國立清華大學運動代表隊年刊. 101學年度 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室策劃整理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6414 國立清華大學運動代表隊年刊. 101學年度 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室策劃整理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本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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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3534 NEW TOEIC黃金戰鬥力. 閱讀篇: 一個月掌握商用必備單字及考試技巧, 目標990徐維克, 麥禾陽光編輯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73541 NEW TOEIC黃金戰鬥力. 聽力篇: 一個月掌握商用必備單字及考試技巧,目標990徐維克, 麥禾陽光編輯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8225 菲利普 伊其理 周慧麗主編 2011-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38232 石來運轉: 王長明當代藝術 周慧麗總編 2013-06-00 1st ed. 精裝 1

9789578738249 極觀無垠: 劉國松 周慧麗總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7783 殷海光全集補遺 殷海光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57783 殷海光全集補遺 殷海光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70249 中國最後的帝國: 大清王朝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 李仁淵, 張遠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0249 中國最後的帝國: 大清王朝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 李仁淵, 張遠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2885 宇宙起源 李傑信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2885 宇宙起源 李傑信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4544 漢代儒學別裁: 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 林聰舜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5190 中國思想史講義 錢新祖著; 鐘月岑等合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5190 中國思想史講義 錢新祖著; 鐘月岑等合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6319 懸崖上的花園: 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楊佳嫻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6319 懸崖上的花園: 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楊佳嫻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7149 臺灣昆蟲學史話(1684-1945) 朱耀沂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77149 臺灣昆蟲學史話(1684-1945) 朱耀沂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77248 音樂認知心理學 蔡振家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7248 音樂認知心理學 蔡振家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1

麥禾陽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現代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3

第 383 頁，共 617 頁



9789860377491 紙上花園: 臺大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六屆 劉少雄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7491 紙上花園: 臺大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六屆 劉少雄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7774 先秦兩漢文選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0378511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7 賴子歆等採訪; 洪貞玲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8511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7 賴子歆等採訪; 洪貞玲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28964 標準本位師資培育理念與實踐 黃嘉莉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8971 日知錄 顧炎武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060 我的人生路 羅符卿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138 喚回閱讀的美好: 讀冊館與元長DOC的故事 孫以琳編撰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145 平凡的力量: 啄木鳥協會與光復DOC的故事 孫以琳編撰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190 隋書 魏徵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237 浮生六記 沈復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343 一位平實學者的人生經歷: 記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程發軔教授程時杭編撰 2013-09-00 再版 平裝 2

9789577529350 輕鬆學會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 劉建成, 姚怡華編撰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367 生活化雲端應用: 使用Google 雲端服務 劉建成編撰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374 日知錄 顧炎武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381 浮生六記 沈復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398 隋書 魏徵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459 紅樓夢 曹雪芹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466 眾志成城: 水里蛇窯與水里DOC的故事 孫愛伶編撰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473 勇於改變,再創地方生機: 有機茶農王有里先生與坪林DOC的故事孫愛伶編撰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480 捍衛偏鄉閱讀及資訊取用的堡壘: 欣榮圖書館與竹山DOC的故事孫愛伶編撰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534 西湖佳話 墨浪子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541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吳趼人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589 東度記 清溪道人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619 東度記 清溪道人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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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2324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莊忠柱總編輯 2013-06-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2409 大道公點龍睛 淡江資傳服務學習課程小組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5982409 大道公點龍睛 淡江資傳服務學習課程小組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2362 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研究. 2013年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2317 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宋佩芬總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98740 讓你不怕冷!: 只要做就能見效,治好畏寒,疾病也能痊癒蓮村誠著; 連雪雅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0711 精品咖啡學 韓懷宗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570728 精品咖啡學 韓懷宗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推守文化創意

送存冊數共計：3

淡大品保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師培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4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385 頁，共 617 頁



9789866570742 擇食: 吃到自然瘦,邱錦伶明星級養生法 邱錦伶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0841 出生的那一天 伊東寬文.圖; 周姚萍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0872 海邊的樂園 伊東寬文.圖; 周姚萍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0896 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裝死 K.Kajunsky作; ichida漫畫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0919 侯佩岑.微時尚 侯佩岑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0957 猴可愛海上探險 伊東寬文.圖; 周姚萍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0964 猴子國王 伊東寬文.圖; 周姚萍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0971 照書養,就對了!新手父母育兒大百科: 50種感官指南、600個養育妙方的寶寶讀心術布麗特.科林斯(Britt Collins), 潔琪.林德歐森(Jackie Linder Olson)著; 林燕珠譯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0988 萌妝: 讓男生忍不住想啾咪的心機美妝課 萱野可芬, 萱野可芳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0995 揪團試吃報告: 一個人吃不到的好味,跟著米兒揪團就對了!米兒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003 爛漫年代.西門町: 她的美麗妖嬈,他們的青春回憶蘇誠修企劃統籌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010 阿嬌尚青: 醃腸阿公教我的臺南手路菜 阿嬌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027 猴可愛去爬山 伊東寬文.圖; 周姚萍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034 百戰百盛: 盛竹如一路長紅的成功智慧 盛竹如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041 好人 蘇珊娜.史托克-邁爾(Susanne Stocklin-Meier)著; 林碧清譯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058 風水!有關係: 五運大開,邁向人生勝利組 緯來綜合台26頻道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065 偷窺24hr.: 周宜霈大牙寫真集 大牙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096 我會自己讀 故事小書包. 第3輯 王珮琳總編輯; 陳和凱等圖 2013-04-00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83126 急救!好感肌 潘慧如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188 怪怪龍捲風 謝武彰文; 鄭淑芬圖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83195 鹹魚變神明 謝武彰文; 黃麗珍圖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83225 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裝死 K. Kajunsky著; Ichida漫畫; 怪獸R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83232 超滿足!名店麵包到你家 睡衣熊著; 徐若英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83249 決定勇敢: 做自己喜歡的事,啟動內在的15個創業天賦吳尊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287 一桌子美好: 餐具控教你如何挑對餐瓷及餐桌佈置的完美比例余嘉方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01118 鹿耳門天后宮文化手冊 黃徙等文字撰寫 2013-10-00 再版 平裝 5

送存冊數共計：27

鹿耳門天后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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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2106 臺灣白話史詩讀本 鹿耳門漁夫著; 許極燉編著 2010-02-00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207 樂活之森: 森林療法的多元應用 日本森林保健學會編; 姚巧梅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214 大象在屋裡: 薩提爾模式家族治療實錄. 1 瑪莉亞.葛莫利(Maria Gomori)著; 釋見曄等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6938221 越過河與你相遇: 薩提爾模式家族治療實錄. 2 瑪莉亞.葛莫利(Maria Gomori)著; 釋見曄等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6938238 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暨案例分析 洪莉竹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276 藝樹園丁: 失落與悲傷藝術治療 吳明富, 黃傳永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283 遇見孩子生命的曙光: 兒童青少年的焦點解決諮商陳意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290 正念減壓初學者手冊 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著; 陳德中, 溫宗堃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600 日出日落一天又過了: 大埔人家 卓瑀桐等作; 鄭惠琴主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2107 夜市長大的小女孩 岑文晴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114 鬼少女 MAO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121 生命日記: 最溫馨的故事,最精采的人生 戴韋珍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138 養雞的小孩 雪原雪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145 懷孕這檔事: 胎兒的十個月 汪潔儀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152 爺爺的木盒 溫妮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176 懷孕這檔事: 寶寶關鍵180天 汪潔儀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培育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連縣東莒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鹿耳門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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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62183 我不是笨小孩 夏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204 投奔 董繼浩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3838 如瑜得水 方鵬程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385 我,選擇不一樣: 人氣部落客紀香讓自我價值翻倍的3堂課紀香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392 玩Go臺灣: 55條特搜人氣打卡愛玩路線 蘋果日報副刊中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724439 自慢. 6: 自學偷學筆記: 學習改變我的一生 何飛鵬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4446 用正念擁抱恐懼: 安度情緒風暴的智慧 一行禪師著; 士嚴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477 讀不出時鐘指針的女人: 從多重學習障礙到創辦學校芭芭拉.亞羅史密斯-楊(Barbara Arrowsmith-Yang)著; 蕭秀姍, 黎敏中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507 誘拐與決斷: 我被綁架到北緯的24年 蓮池薰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521 涅槃之前: 從懷疑到正念 瑞秋.紐曼(Rachel Neumann)著; 麥慧芬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538 伊斯坦堡死亡紀事 阿赫梅特.烏米特(Ahmet Umit)著; 張嘉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552 史上最大搶案: 金融體系如何掏空你的口袋 馬蒂亞斯.維克(Matthias Weik), 馬克.弗利德里希(Marc Friedrich)合著; 方秀芬, 張淑惠合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569 福爾摩斯思考術: 讓思考更清晰、見解更深入的心智策略瑪莉亞.柯妮可娃(Maria Konnikova)著; 柯乃瑜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583 平臺革命: 席捲全球社交、購物、遊戲、媒體的商業模式創新陳威如, 余卓軒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590 不幸福人生指南: 14種保證命運悲慘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保羅.瓦茲拉威克(Paul Watzlawick)著; 王榮輝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620 主管不用做到死,下屬績效也能百倍奉還的用人術堀之內克彥著; 邱香凝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651 特戰綠扁帽: 成為美軍反恐指揮官的華裔小子 切斯特.黃(Chester Wong)著; 莊勝雄, 楊佳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668 小情歌 東燁(穹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682 再見,倫敦東區: 助產士們的最後榮光 珍妮佛.沃斯(Jennifer Worth)著; 楊士堤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699 塔裡的男人 亞拉文.雅迪嘉(Aravind Adiga)著; 陳錦慧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705 幸福,從練習說再見開始 宣安男作; 徐若英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712 對!我20幾歲,誰說我只能過22K的生活 法諾雪.托瑞碧(Farnoosh Torabi)作; 吳慕書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743 大謊言時代 曼弗烈.呂茨(Manfred Lutz)著; 黃建綸, 彭菲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健呈電腦排版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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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724774 重返瓊宮: 純淨之子. 二部曲 朱莉安娜.柏格特(Julianna Baggott)著; 張家綺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859 不懂理財到千萬好宅的犀利滾錢術 季芹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866 當代古典占星研究: 入門古典占星的第一本書 班傑明.戴克(Benjamin Dykes)著; 希斯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903 內線國度 黃國華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910 金控迷霧 黃國華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809 擁抱背叛,發現愛: 一位催眠療癒師的私密告白 李天民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6451 職校數學隨堂講義. C 林鴻鳴, 吳怡萱, 鍾瓊瑤編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7263 植物生理學 William G. Hopkins, Norman P.A. Huner原著; 徐善德, 廖玉琬編譯2013-08-00 四版 精裝 1

9789868527270 食品科學精要 V.A Vaclavik, E.W. Christian原著; 李振登編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7352 大陸新政拓商機. 2013年: 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著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001 李鳳山師父 平甩濟世 李鳳山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梅門德藝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雪明講習堂

送存冊數共計：1

偉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商周編輯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啟芳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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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14403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六, 坤卦 徐醒民講述 2013-10-00 平裝 下冊 2

9789865814410 孟子研讀講記. 五, 離婁 徐醒民講述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5814427 孟子研讀講記. 三 徐醒民講述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5814434 孟子研讀講記. 四 徐醒民講述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5814441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四, 乾掛之四 徐醒民講述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5814458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五, 坤掛之上 徐醒民講述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5814465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六, 坤掛之下 徐醒民講述 2013-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77177 解決問題的方法 金旻和內容.文字; 林建豪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221 「抗糖化」生活術 米井嘉一著; 劉又菘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252 養胎其實很簡單: 懷孕、坐月子及產後調理大秘笈章美如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77283 肺癌: 最先端的開刀、放射線與化療的治療方法高橋和久著; 劉格安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399 椿象圖鑑 林義祥, 鄭勝仲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405 在我家客廳遇見耶穌 拉斯.赫瑟姆(Lars Husum)著; 翁璧錞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412 蘋果禪 一行禪師, 張莉蓮合著; 劉漢生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429 和福爾摩斯一起探案. I, 毒蠍外星人的陰謀! 金元燮著; 金皙畫; 袁育媗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77436 貓咪不是故意的: 讀懂牠的心思有喵招! 淺井亮太監修; 林佩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443 番薯園的日頭光 康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450 健康喝咖啡 王神寶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467 表達情緒的技巧 李寶淵, 房美珍, 韓秀文字; 林建豪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474 退休暫借問 大衛.潘赫爾(David Penhale)著; 許可欣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481 凝視與探索美學山城.觀光之都的多元文化觀光元素晁瑞明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77504 差異化行銷發想法 高橋宣行著; 江裕真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535 女醫師教你女性身體的知識 河野美香著; 溫欣潔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542 當醫師罹癌時 楊友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559 臺灣好野菜: 二十四節氣田邊食 種籽節氣飲食研究室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566 飛向新生 派翠克.雷根(Patrick Regan)作; 江莉芬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580 下課後的昆蟲觀察課 廖智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9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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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777597 腦中風: 腦血管的預防.檢查.治療與預防復發的新知識高木繁治著; 劉又菘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634 NLP英語學習法 黃中雍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658 破解自己夢境之迷 鞭羊子著; 蕭雲菁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665 開始養兔兔就上手(兔兔飼育升級版) 岡野祐士監修; 何依翎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696 寫給孩子的思維整理的方法 金夏柅文字; 林建豪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702 寫給孩子的金錢管理的技巧 諸閏景, 金銀義作; 林建豪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726 歌德人生論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作; 適菜收編譯; 蘇阿亮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740 免疫傳輸因子 亞倫懷特(Aron White)著; 劉又菘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3575 教育自由化: 議題與展望 鄧鈞文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8203 劉孟琳.陳姵雯創作畫集. 2013 劉孟琳, 陳姵雯作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6797 兒童文學故事精選 李恆改編 2013-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50801 兒童文學故事精選 李恆改編 2013-05-00 平裝 第2冊 2

9789868950818 兒童文學故事精選 李恆改編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50825 中學生必讀世界經典名著 李恆改編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8950832 每日10分鐘閱讀理解訓練 李恆主編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50849 每日10分鐘閱讀理解訓練 李恆主編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384 陸軍軍官學校二十四期同學畢業一甲子回顧 陸軍官校二十四期同學會編著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英社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陸官二十四期同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張城吉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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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7384 清水祖師養成的宮主 清水瑞硯著 2013-10-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0132 擁抱大荒野: 臺灣原住民族後花園記事 張致遠作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08978 Let's fly. Level 1 Chia-In Wang等[編] 2013-08-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7008985 Let's fly. Level 2 Chun-Mei Cheng等[編] 2013-08-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7008992 Let's fly. Level 3 Chiao-Yen Tsai等[編] 2013-08-00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5951 轉轉心: 提升精神智商的108種妙喻 阿尼.科紮克著; 李娟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65982 再放鬆,向壓力說再見 吉本小菊花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65999 救命的吸引力法則: 最古老的致富煉金術大揭秘布朗達.巴納比著; 宮維明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1005 幸福瑜珈 斯瓦米韋達. 帕若堤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1012 要不要相信第三者: 尋找會救活你的影子天使 約翰.蓋格(John Geiger)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1029 醫美七天決定: 全世界潮咖變美變帥的時尚秘笈蕭晨隆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1036 去印度的幸福日記: 找到心靈瑜珈大師的好方法石宏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8979 單字就藏在格子裡: 這樣玩7000單字才能學得好、記得牢、樂趣高捷徑文化語言企編小組編著 2011-09-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7

捷徑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探索.三部曲

送存種數共計：7

將星彩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張致遠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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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248986 金色證書就藏在格子裡 捷徑文化語言企編小組編著 2011-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750 英文文法簡單到不行 曾韋婕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767 更快!更好!就更有效率: 1300句關鍵英文會話 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774 白領英文,有這本就夠了 潘瑗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781 分.裂=無限可能: 我還是我,曾沛慈 曾沛慈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0798 遇見外國人就這樣說: 百變英文旅遊會話隨身書范逸文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804 宋米秦的韓語學堂 宋米秦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811 微．英．聴: 一點一滴聽英語,就從今天起! 強森, 張家玠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828 名師教你,國中會考英文聽力,練了再上! 江正文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835 7000單字,看這本就夠了 曾韋婕, 張慈庭合著 2013-09-00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842 雙語學校的第一本親子英語學習書: 5億人每天都在學的基礎英文文法Nexus Editorial Team著; 洪梅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859 雙語學校的第一本親子英語學習書: 5億人每天都在說的生活情境英語Nexus Editorial Team著; 洪梅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866 只學標準日本語: 日語會話能力必修讀本 楊美宣著; 李浩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897 兩堂不可不上的基礎英文入門課 樊志虹, 曾韋婕合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0903 換一個方式學英單: 風靡全球的猜字謎學習法 捷徑文化語言企編小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0910 New TOEIC單字,看這本就夠了 張慈庭,蔡文宜合著 2013-11-00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146 從美國總統到小學生都在用的生活單字 William, 樊志虹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245 不敢不學的基礎英文關鍵句型課 曾韋婕著 2010-08-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6706 大學甄選入學全攻略關鍵指南. 101學年度 2011-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8029 什麼?我把老媽變恐龍了! 曾德盛作 2013-10-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祥峰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理海文化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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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517049 會走路的山 林瑋著; 崔麗君繪圖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070 Hello,華語! 朱文宇等編撰 2011-03-00 其他 第1冊 1

9789861517094 Hello,華語! 朱文宇等編撰 2011-06-00 其他 第2冊 1

9789861517100 總鋪師,上菜! 李光福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117 布里吉村.幸福On line 林瑋作; 吳嘉鴻繪圖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124 Hello,華語! 李麗美, 曹如意, 劉毓婷編撰 2012-08-00 其他 第3冊 1

9789861517131 逃出塑膠島 黃文輝著; 春捲哥圖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148 我不怕大姐大 李光福作; 徐建國繪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162 嘰哩咕嚕話三國: 歇後語一點就通 賴惠鳳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517162 嘰哩咕嚕話三國: 歇後語一點就通 賴惠鳳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517179 嘰哩咕嚕話三國: 歇後語一點就通 賴惠鳳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517179 嘰哩咕嚕話三國: 歇後語一點就通 賴惠鳳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517186 數學小偵探 施曉蘭著; 劉俊良圖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209 漫畫名人堂 Top945編輯組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216 我偷吃了一個夢 TOP945編輯組作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216 我偷吃了一個夢 TOP945編輯組作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223 艾力的奇幻之旅 TOP945編輯組作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223 艾力的奇幻之旅 TOP945編輯組作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254 小豬的魔錶 TOP945編輯組作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254 小豬的魔錶 TOP945編輯組作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278 閱讀大人物. 科學探索篇 TOP945編輯組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278 閱讀大人物. 科學探索篇 TOP945編輯組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285 閱讀大人物. 藝術文學篇 TOP945編輯組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285 閱讀大人物. 藝術文學篇 TOP945編輯組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292 閱讀大人物. 社會人文篇 TOP945編輯組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292 閱讀大人物. 社會人文篇 TOP945編輯組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308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等編撰 2012-04-00 其他 第1冊 1

9789861517315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等編撰 2012-04-00 其他 第2冊 1

9789861517339 飛魚呼叫外星人 黃文輝著; 九子圖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346 紅豆綠豆碰: 學校好好玩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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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517346 紅豆綠豆碰: 學校好好玩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353 紅豆綠豆碰: EQ好好玩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353 紅豆綠豆碰: EQ好好玩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360 紅豆綠豆碰: 生活好好玩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360 紅豆綠豆碰: 生活好好玩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377 數學小偵探 施曉蘭著; 劉俊良圖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517384 紅豆綠豆碰: 地球好好玩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2-08-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1517384 紅豆綠豆碰: 地球好好玩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2-08-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1517391 漫畫名人堂: 從耶穌到賈伯斯21個改變歷史的人物典範Top945編輯組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517407 爺爺的手工豆腐 李光福著; 呂娟慧圖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414 綠島大象 李孟發, 嚴淑女文字; 陳盈帆繪圖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421 小鐵人向前衝 林瑋作; 吳姿蓉繪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438 3隻蝌蚪蛙 陳素宜著; 劉旭恭圖 2012-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1517452 鸚鵡阿慢 黃文輝作; 吳若嫻繪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469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李麗美, 曹如意, 劉毓婷編撰 2012-11-00 其他 第5冊 1

9789861517476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李麗美, 曹如意, 劉毓婷編撰 2012-11-00 其他 第6冊 1

9789861517490 保健小達人 王珮琳等作;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506 原來是這樣: 50則生活中的觀察筆記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517506 原來是這樣: 50則生活中的觀察筆記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517513 原來是這樣: 50則生活中的觀察筆記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517513 原來是這樣: 50則生活中的觀察筆記 Top945編輯組主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517537 汪汪星球 蕭逸清著; 阿另圖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544 巧手摺紙學數學 楊智強編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1517551 成語漫畫笑學堂 Top945編輯組文; Andy圖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517551 成語漫畫笑學堂 Top945編輯組文; Andy圖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517568 成語漫畫笑學堂 Top945編輯組文; Andy圖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517568 成語漫畫笑學堂 Top945編輯組文; Andy圖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517582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等編撰 201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517599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等編撰 201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517605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等編撰 201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517612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等編撰 2013-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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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517629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等編撰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517636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等編撰 2012-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517643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等編撰 2012-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517650 飛向鯨魚島 陳素宜著; 汪檍圖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667 小呆指的願望 蕭逸清著; HOM的遊樂園圖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667 小呆指的願望 蕭逸清著; HOM的遊樂園圖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674 夸弟的鼻孔 蕭逸清著; 陳沛珛圖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681 利固達的奇幻旅程 黃培欽文; 莊河源圖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698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5-00 再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1517704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5-00 再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1517711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5-00 再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1517728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5-00 再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1517735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5-00 再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1517742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5-00 再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1517759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等編撰 2013-05-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517766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等編撰 2013-05-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517773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等編撰 2013-05-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517780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等編撰 2013-05-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517797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等編撰 2013-05-00 再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517803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等編撰 2013-05-00 再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517810 出發!航向五大洋七大洲 陳怡璇主編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7810 出發!航向五大洋七大洲 陳怡璇主編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7827 出發!航向太陽系 陳怡璇主編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7827 出發!航向太陽系 陳怡璇主編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7841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7-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517858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7-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517865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7-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517872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7-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517889 愛樂讀: 18位不朽的西方音樂家 黃健琪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896 芝麻開笑門 陳怡璇主編; Andy繪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7933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其他 第10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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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517940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其他 第11冊 1

9789861517957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1517902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其他 第7冊 1

9789861517919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其他 第8冊 1

9789861517926 Hello,華語!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其他 第9冊 1

9789861517995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518008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518015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517964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517971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517988 Hello,華語!教師手冊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8-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518022 校犬黑白配 李光福著; 吳姿蓉圖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039 候鳥的鐘聲 黃文輝作; 陳完玲繪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053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9-00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1518046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9-00 其他 第9冊 1

9789861518077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9-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518060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2013-09-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516455 阿嗚國王的兒童節 王文華作; 徐大寶繪 2008-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6462 穗穗黏黏 王文華作; 楊雅涵繪 2008-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6479 紅鬍子 王文華作; 杜小爾繪 2008-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6486 矮冬瓜 王文華作; 蘇阿麗繪 2008-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6509 端端的午餐 王文華作; 王秋香繪 2008-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6523 月下老人牽錯線 王文華作; 馬拉威繪 2008-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6530 兔子兔子紅眼睛 王文華作; 陳慧縝繪 2008-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2933 圍棋中的詭詐戰術 劉乾勝, 吳江明, 王刃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3381 天才謎題 傅學毅, 全永慈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3947 琵琶記 (元)高明原著; 陳暢, 尹天璽改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15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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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3613954 克林梭的最後夏日 赫曼.赫塞著; 蕭竹譯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3613961 玻璃珠遊戲 赫曼.赫塞著; 蕭竹譯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3613978 知與愛 赫曼.赫塞著; 蕭竹譯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3613985 荒野之狼 赫曼.赫塞著; 蕭竹譯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3613992 義的故事 李帆改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005 忠的故事 李帆改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012 孝的故事 李帆, 耿志改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029 仁的故事 李尚明改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067 信的故事 李忠榮改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074 誠的故事 李忠榮改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081 廉的故事 李尚明改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098 智的故事 李帆改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104 桃花扇 (清)孔尚任原著; 潘慎改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111 拜月亭 (元)施惠原著; 陳圓改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4017 Woman islands Chung Wenyln 2011-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95647 甘露法語 清海無上師作 2013-12-00 第一版 精裝 第2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2401 中華民國百年國泰杯書法比賽暨名家邀請作品集廖運昌總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泰棉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5

從容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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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5856 書寫性的Bagalang/在打狗: 李俊賢創作. 2008-2013李俊賢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6817 慈悲如海: 達賴喇嘛壽辰紀念專輯 雪域智庫編譯; 法藏等翻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104 但是... 陳芳怡繪.文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94460 圓滿一生,由我導演: 「清涼音」講師群的智慧啟示陳三峰編著 2011-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4866 田園牧歌: 黃土水 蕭瓊瑞著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4873 土地讚歌: 陳澄波 蕭瓊瑞著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4880 色彩魔術師: 廖繼春 蕭瓊瑞著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4897 民族的色彩: 郭柏川 蕭瓊瑞著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4903 傅佩榮大學、中庸新解 傅佩榮著 2012-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4958 與自己親密: 在關係互動中成熟自己 黃順成著 2012-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4965 與自己親密: 在自愛學習中發現自己 黃順成著 2012-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4972 與自己親密: 在放下與擁有間確定自己 黃順成著 2012-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4989 與自己親密: 在接納與索求中經營自己 黃順成著 2012-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092 清朝恭親王: 大清王爺的內外世界 劉必榮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108 元朝成吉思汗: 帝國崛起的大謀略 劉必榮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115 日本宮本武藏: 五輪書裡的兵法世界 劉必榮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122 明朝劉伯溫: 郁離子裡的管理智慧 劉必榮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涼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清涼音

荷軒新藝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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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495207 領會神奇漢字之美: 打造高道德的精彩人生 陳彥玲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4495221 善用能量醫學的優勢: 輕鬆建構有效學習的幸福人生陳彥玲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4495337 知名鍍金術: 擦亮別人看你的眼 沈寶仁著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405 藝壇火鳥傳奇: 楚戈 蕭瓊瑞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412 水墨巨靈: 劉國松 蕭瓊瑞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429 太極人間: 朱銘 蕭瓊瑞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436 景觀自在: 楊英風 蕭瓊瑞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443 強化正面念力.讓病遠離 蔡長鈞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450 轉化心念: 淨化人間心樂園 蔡長鈞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467 行善積德: 圓滿健康富裕的人生 蔡長鈞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474 激勵快樂「心」人生: 選擇當自己情緒的主人 徐培剛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481 打造幸福「心」世界: 學習當一位愛的分享家 徐培剛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498 擁抱豐富「心」視野: 發現100種看世界的方式 徐培剛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627 探索身體與心靈的共舞 李蓉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634 從受苦到喜悅的轉化之道 李蓉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641 從關係中找回生命的核心價值 李蓉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658 從平淡中創造驚奇: 逆轉人生更精彩 黃國良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665 拋開兩點一線的侷限: 打造優勢人際網絡 黃國良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672 扭轉人生困境: 從感恩開始 黃國良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702 中世紀哲學精神 傅佩榮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757 養出聰明健康的小孩 吳寶芬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764 活力家庭的健康法則 吳寶芬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771 吃對了!讓你樂活健康 吳寶芬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825 SO,夠了!教育: 笑裡藏道的親子演說家另眼看教育胡國強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6068 彎: 王志揚書法手札 王志揚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8003 墨韵傳緒: 基隆市水墨藝術學會會員作品專輯. 三陳文永執行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978003 墨韵傳緒: 基隆市水墨藝術學會會員作品專輯. 三陳文永執行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9

基市水墨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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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9088 創新健康照護實務研發 衛祖賞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708 臺中人的驕傲: 強森乳酪蛋糕店 簡奇芬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7140 Live國中數學i觀念. 3 葛倫編著 2013-10-00 首發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146 公文寫作指南 柯進雄著 2013-08-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1441177 數系、集合、與函數: 微積分基礎課程 呂永聰總編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322 新眼光讀經. 2013年10-12月: 生命的新歌 江孟哲等作; 陳惠淑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47988 Thoan chong po-to chip傳總佈道集 臺灣傳教師總會編 2008-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裕生活

送存冊數共計：1

商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強森乳酪蛋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徠富數位學習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崧博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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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527096 國王的盛宴: 赤燄下的不朽光華 趙莒玲文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06831 衍創式字彙故事互動教材 Jennifer Li等編著 2012-11-00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765019 衍創式字彙故事互動教材. 文謙益, 魏毓瑛, PeterDavy作 2013-09-00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7041 因信稱義的福音: 羅馬書福音講道 楊寧亞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07058 幸福家庭重建: 30天禱告手冊(簡體字版) 楊寧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7065 職場轉化: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9936 產業資訊應用趨勢研討會暨個案競賽論文集. 2011產業電子化運籌管理學會編輯 2011-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139 21世紀聯合國與全球治理 洪秀菊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153 生死的覺醒: 佛陀悟道的心路歷程 高橋信次著; 慰萱譯 2013-09-00 第四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1441160 生死的覺醒: 佛陀悟道的心路歷程 高橋信次著; 慰萱譯 2013-09-00 第四版 平裝 下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1340 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梁哲豪主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康寧大學健康休閒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產業電子化運籌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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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0271 愛的停損點 賽拉.夏(Saira Shah)著; 顏湘如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00295 憤怒女神. 3, 永恆 伊莉莎白.邁爾斯(Elizabeth Miles)作; 吳宜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6506 手作創意編織書 莉綺亞實業有限公司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6068 高中公民歷屆學測.指考試題與詳解 公民科教學研究會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66075 征服滿分指定科目考試總複習: 數學甲 劉景瑞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6082 征服滿分指定科目考試總複習: 數學乙 劉景瑞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8100 與神對話之「新啟示」: 聽神暢談「改變世界」的觀察建言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作; Jimmy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998100 與神對話之「新啟示」: 聽神暢談「改變世界」的觀察建言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作; Jimmy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009 Program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play manufacturing conference. 2013Jia-Ming Liu等[作] 2013-08-00 1st ed.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資訊顯示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泰順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淳鳴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莉綺亞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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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4688 國文綜合閱讀360: 大考題組高效判讀 齊治平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974763 歷史 王仲孚, 孫若怡主編 2013-08-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74770 百試達歷史. 3 游正清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974794 古文非選BOOK 周志仁編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060841 實用針灸經穴學 高宗桂編著 2011-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2060865 簡易圖解消化器官疾病 張之瑜編譯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2060810 簡易圖解內視鏡檢查治療 張之瑜編譯 2010-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702 十年顧盼: 祥盦書會書畫展專輯. 五 陳銘鏡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7291 我們的時代 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作; 陳夏民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2749 神龍與皇冠 Pisces Member等文字撰寫 2013-10-00 精裝 第1冊 1

9789868452756 魚蝦疾病根療手冊 Gerald Bassleer文字撰寫; 蔣孝明, 張永昌翻譯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8452763 水晶蝦這樣玩: 歐洲頂尖繁殖者 Chris Lukhaup, Ulrike Bauer原著; 蔣孝明, 張永昌翻譯2013-11-00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逗點文創結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魚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國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祥盦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康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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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06233 形勢判斷 李昌鎬著; 陳啟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6240 陷阱手破解 李昌鎬著; 陳啟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6954 阿彌陀經要解精華導讀 釋淨界講述; 釋心賢編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924 再見香格里拉藍: 旅行教我的事 李淑菁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1713 靈魂的雕繪者: 舟越桂原創素描及木雕 楊小媛執行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811720 靈魂的交會: 舟越桂原創版畫 楊小媛執行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811737 靈魂閃光中的大歷史畫: 涂志偉油畫集 楊小媛執行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1824 計算機概論 傅彬玄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1831 電腦概論 傅彬玄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3

揚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魚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理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淨願蘭若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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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9494 程派高式八卦掌譜(重修版) 高義盛遺著; 劉鳳彩主編; 劉樹行, 高金華重修主筆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654 追尋湮沒的武林歷史: 紀念中華武士會百年學術討論會文集王振良, 李瑞林, 閻伯群主編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661 大內八極拳全集: 劉雲樵大師紀念專輯 金立言編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9678 形意拳詮釋 涂行健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685 手臂錄校註 (清)吳殳原著; 許金印點校註解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692 太極拳史解密 顧留馨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326 河北省濱海旅遊業發展研究 張勝利, 徐寧, 張麗雲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306 小象幫幫忙 李尋作; 潘心屏繪圖 2013-08-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8976313 我喜歡我自己 胡至宜作; 潘心屏繪圖 2013-08-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8976320 毛小毛上學去 胡至宜作; 潘心屏繪圖 2013-08-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8976337 媽媽像什麼 李尋文; 潘心屏繪圖 2013-08-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8976344 5張明信片 胡至宜作; 潘心屏繪圖 2013-08-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8976351 毛小毛的超級任務 李尋文; 潘心屏繪圖 2013-08-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8326 愈活愈好!我的健康我作主 大渕修一編著; 翁維津譯 2011-0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8805 歡迎來阿卡貝拉 2010-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華仁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正

送存冊數共計：7

惠文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文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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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01250 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著 2011-09-00 3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801274 文心雕龍與劉子跨界論述 游志誠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911 道德經的奧祕 曾仕強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5146 領隊實務(含領隊實務、世界史地、觀光資源) 黃榮鵬編著 2013-09-00 十一版 其他 1

9789577845153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 陳善珮, 李奇嶽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160 會展產業概論: 開拓國際會展平臺及觀光標的 張琬菁修訂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3005 企業誠信與倫理個案 吳榮貴等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177 舊鐵橋濕地公園開發影響遊客休閒行為、知覺價值與生態文化旅遊發展效益評估之研究邱景星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191 領隊英文 李苾文著 2013-10-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45207 導遊實務考照篇 王正光編著 2013-10-00 九版 其他 1

9789577844330 臺灣發展職業桌球之探討 溫景財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2465 靜思語教學讀本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編輯小組編輯 2013-07-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872472 GUS腦力開發(黃本) Genius E&C Enterprise Group[主編]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72489 GUS腦力開發(藍本) Genius E&C Enterprise Group[主編]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72502 ㄅㄆㄇ讀本(大上)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8

傑尼爾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雅各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2

曾仕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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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926 在巷口遇見經濟學大師: 生活經濟學圖解版 趙建勇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0933 新版陽宅陰宅全方位風水學 陳泰先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0964 易學易懂風水教科書 陳泰先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0971 從心治癌: 癌症心理的關鍵報告 何裕民, 楊昆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0995 炒熱氣氛,超有梗笑話 蔣小花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005 太靠北了,白目笑話有夠賤 蔣小花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012 超級色: 兩性笑話豪華秀 蔣小花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029 太靠腰啦,肚子笑到超級疼 蔣小花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036 20幾歲想清楚,30幾歲你作主 黃志堅, 成自來合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043 推理王: 益智動腦破案大挑戰 二馬次郎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050 空腹力: 你不可不知的排毒自療斷食養生術 陶紅亮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067 一看就會的鋼珠筆可愛彩繪: 畫出屬於你的幸福時光MOOKOO動漫組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074 舌尖上的謠言粉碎機: 教你識破現代食品的騙術,確保吃得安心與健康雲無心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081 快樂經濟學: 善用人性心理達成財富目標 徐秀麗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098 樂觀: 一種飛揚的人生情懷 羅林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1907 潘虹另類插畫輯 潘虹作 2011-03-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4723 臺灣和平燈會宗教燈區與祈福法會記實. 2008 王世雄作 2008-04-00 平裝 2

9789868274716 珍藏灣裡街百年影像: 20世紀善化影像 王世雄著 2007-06-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8274716 珍藏灣裡街百年影像: 20世紀善化影像 王世雄著 2007-06-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成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15

畫多多美術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喜年年攝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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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1914 多倫多自助超簡單 黃敬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1921 紐轉人生: 小資女紐西蘭打工度假趣 雪兒圖.文.攝影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1938 在南法,遇見美麗小村 李宗芳文; 蕭順益攝影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1945 菲律賓自助全攻略: 只玩長灘島哪夠! Justin Liu文.攝影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1952 姐妹背包客ON歐洲沙發 哈比, 凱莉文.攝影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1969 曼谷自助超簡單 小米, 小薯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1976 澳門自助超簡單 彭欣喬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1990 那年,我在海上行醫 張肇烜文.攝影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2010 就在藝術空間. 2008-2013 黃建宏等專文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6051 鼻病與咳喘的中醫快速療法 宋文靖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068 人生三談 臧峰宇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099 全世界都在學的逆境智商 譚春虹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105 拍拍打打養五臟 魯直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167 引爆成功的資本 羅偉明編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174 痠痛革命 宋文靖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181 五色食物養五臟 魯直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198 每個人都要會的幽默學 張偉祥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273 潛意識的智慧 馮麗莎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280 鬼谷子全書 鬼谷子作; 司馬志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297 10天打造超強的成功智慧 杜澤宇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303 莊子全書 莊子原作; 司馬志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310 噴飯笑話集 弗雷德(Fred)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就在藝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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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36327 樂在變臉: 66個改變心情的輕鬆定律 辛開朗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334 你不可不知的防癌抗癌100招 黃衍強, 謝英彪主編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341 放下的智慧: 不是放下需求而是放下貪求 朱榮智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358 你淡定了嗎?不是路已走到盡頭而是該轉彎的時候朱榮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365 自我免疫系統是身體最好的醫院 傅治梁, 于建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372 美魔女氧生術: 不能沒有氧健康熟女美顏書 趙叔碧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389 點亮一盞明燈: 圓融人生的66個觀念 朱榮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402 減壓革命: 即使沮喪抓狂,你也可以輕鬆瞬間擊潰辛開朗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419 低智商的臺灣社會: 100個荒謬亂象大解析,改變心態救自己周紹賢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433 我學易經的第一步: 「易」有幾千歲的壽命,而且活得很有活力朱恩仁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440 豁達: 再難也要堅持,再痛也要放下 葉威壯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457 捧腹1001夜 弗雷德(Fred)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464 你不可不知的增強免疫力100招 李春源, 謝英彪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495 道德經全書 老子原作; 司馬志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501 關卡: 生命考驗必須凝聚的九大力量 辛開朗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2780 成人內外科護理 于博芮等作 2013-08-00 六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1942896 高危險妊娠護理 馮容莊作 2013-08-00 一版五刷 平裝 1

9789861942902 護理諮商 藍菊梅, 林梅鳳, 蘇以青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2919 實用醫療品質管理學 趙子傑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2926 營養評估 陳曉鈴等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2933 醫學資訊管理學 張慧朗等作 2013-09-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1942940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林笑作 2013-09-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2957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徐明葵作 2013-09-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2957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徐明葵作 2013-09-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2964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李淑雯, 羅筱芬作 2013-09-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2964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李淑雯, 羅筱芬作 2013-09-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2971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李復惠, 林麗鳳, 阮玉梅作 2013-10-00 十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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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942988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康明珠作 2013-09-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2988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康明珠作 2013-09-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2995 新護理師捷徑. 五, 小兒科護理 盧惠文作 2013-10-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3008 新護理師捷徑. 三, 內外科護理 呂桂雲等作 2013-10-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3015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謝伯潛作 2013-10-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3022 新護理師捷徑. 八, 解剖生理學 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作 2013-10-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3039 新護理師捷徑. 十一, 病理學 徐明洸編著 2013-10-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3046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華杏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十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9240 客戶的不滿和抱怨,就是成交關鍵: 行銷、銷售、業務和創業人士必懂的「逆轉抱怨」印鈔法則羅毅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257 三十幾歲後,你會站在哪裡? 狄驤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288 半澤的「加倍奉還」,只會讓你加速滅亡: 半澤直樹不敢說透的36個職場「灰規則」羅毅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2867 跟老外聊天有這本就夠了 何維綺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874 史上最讚的韓語速成班 雅典韓研所企編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881 國民日語生活單字大全集 雅典日研所企編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898 KOREAN最道地生活韓語 王愛實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904 史上最讚的日語會話速成班 雅典日研所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911 大人為什麼可以說話不算數 葉瑞珠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2928 你一定要會的基礎韓語40音 雅典韓研所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935 隨手翻旅遊必備日文單字 雅典日研所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942 Hi,How are you你一定要會的基本問候語 張瑜凌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959 速攻初級韓語 雅典韓研所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966 菜日文. 自我介紹篇 雅典日研所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0

智言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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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6994 一學就會的編織帶生活小物 張玉璿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6505 冠軍糕點的百萬商機 杜佳穎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007 我家陽臺小花園 黃騰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014 吃自己做的麵包 陳明裡, 裴志偉, 王傳仁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021 素補養生好輕鬆 梁瓊白, 洪銀龍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038 十分魅力領片編織 潘美伶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1760 飆星騎士F-104飛行故事 宋孝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4324 我愛書畫簡聰敏. 3 簡聰敏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08117 釣青蛙的童年: 雲林縣楊厝社區繪本 蔡秀錦, 蔡景木故事撰寫; 許佩宜繪圖 2010-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189 創業成長營暨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呂莠蓉執行編輯 2013-05-00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南大學企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楊厝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1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菁典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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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6784 職場菜鳥如何展翅飛翔: 讓你少奮鬥10年的職場秘笈池秋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814 定位: 邁向成功的起步 白山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821 做個讓女人欣賞的男人: 女人最愛這10種男人 石曉娜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838 30秒,告別壞心情: 100招教你調節好心情 田超穎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845 讓你一生好運的成功學: 跟對人、說對話、做對事邢桂平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852 學會抉擇,掌握榮耀: 賈伯斯成功的90個抉擇啟示周文敏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869 快樂學數學 夏桂潔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876 給你一個公司,看你怎麼管: 經營管理100招 富強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883 戀愛心指南. 2, 提高愛情商,不被愛情傷 孫明一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890 看穿讀心術: 心理專家教你看懂他人內心的真實世界陳清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06 定位. 2, 行動才有結果 白山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13 外向性格自我改造書 孟寧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20 中國新思維: 北京大學總裁班「思維模式」演講錄葉舟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37 用故事教養好女孩: 寫給女孩成長的智慧書 劉波, 伏成云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44 用故事教養好男孩: 寫給男孩成長的智慧書 劉波, 伏成云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51 華爾街菁英的創富課 張璇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5557 水梯田!貢寮山村的故事 人禾基金會團隊紀錄.攝影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5564 藍色小藥丸 弗雷德里克.彼得斯(Frederik Peeters)著; 陳太乙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5571 藍色皮膚: 老媽的故事 黃博志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5588 愛情.鄉愁 曼紐爾.菲歐(Manuele Foir)著; 葛諾珀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700 長歌行過美麗島: 寫給年輕的你 唐香燕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6

無限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晶冠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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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211904 東京藥妝美研購: 藥妝超指南 好買好逛不失心 鄭世彬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108 人生淡定是一種大智慧 原牧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115 因為愛自己,所以活得更自信 邱立屏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2139 解厄學: 藏鋒隱智,扭轉人生 晏殊原著; 史明月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160 引爆天賦潛能: 3個步驟啟動你無限的行動力 黃經宙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0272 商務英文E-mail抄好用!: 抄了就上的E-mail範例大全,協商、諮詢、議價就這麼簡單!凱信語研團隊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289 旅行の日本語,玩遍日本帶這本就GO! 上杉哲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296 袋著英文享生活,我的日常小確幸! Wenny Tsai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302 學好英文關鍵句型,應考、閱讀、寫作、翻譯通通沒在怕!凱信語研團隊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319 NEW TOEIC 14天單字高分特訓(豪華增訂版): 應戰必備勝經凱信語研團隊著 2013-09-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5920326 7000單字袋著走 曾婷郁著 2013-10-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5920333 袋著英文找樂職,我的職場競爭力! Wenny Tsai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340 英文伊媚兒抄好玩!: 邀請、婉拒、閒聊、八卦聊不完!Johnddong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368 英文字彙糾察隊: 誤用單字好困擾,雞同鴨講怎麼辦?俞亨通, 鍾亞捷合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511 拒當哈啦遜咖,學會這些英文立即變身人氣王! 王洛媛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535 從日本人的生活學單字 小池多津著 2010-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573 去日本玩一定要會這一句 小池多津著 2011-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6039 卜陽鐵口直斷職場速查 卜陽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046 卜陽鐵口直斷感情速查 卜陽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053 律師爸爸保護孩子的28堂法律課 連世昌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060 獨舞: 飛躍成功的不敗信念 李偉淳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091 無期途行 蕭建忠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107 不怕生錯命就怕取錯名 卜陽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5

凱信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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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16114 賣到缺貨的促銷勝經 徐德麟作 2013-01-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6207 Improve your reading: 12 essential worldwide topics. intermediateMichelle Shen[主編] 2013-08-00 其他 1

9789866756214 CNN talk show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advanced learners of EnglishClaire Lan[主編]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66294 健康蔬菜食用聖經 李敏編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317 一本就懂!圖解全身推拿法 李光著 2011-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6331 決定一生健康!: 0-3歲營養食譜 吳光馳主編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348 超正點日語學習書: 10堂課搞定單字、會話、文法、閱讀文宣喜, 中山辰成編著; 崔冬梅譯 2011-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6355 170道超人氣家常菜 金版文化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362 反射區瘦身美體大作戰: 腰、腿、胸快速變美 元氣星球工作室編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379 決定一生健康!: 4-6歲營養食譜 吳光馳主編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393 圖解本草綱目: 五行食療治百病 (明)李時珍原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409 幸福準媽咪!孕產期飲食輕圖典 李敏編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416 非學不可500道家常菜聖經 金版文化編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423 超好玩日語學習書: 10堂課掌握日常生活聽、說、讀、寫文宣喜, 中山辰成編著 2011-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6430 新手媽咪都想知道的懷孕.生產.育兒百科 馬東亮主編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447 圖解本草綱目: 百草養生治百病 (明)李時珍原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454 健康肉類食用聖經 李敏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461 原來養育0-6歲的孩子是這麼快樂的事 張峰主編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478 圖解易經養生寶典 唐頤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485 一本就懂!圖解全身刮痧法 李光著 2011-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6492 圖解茶經 (唐)陸羽原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508 圖解金剛經 鳩摩羅什原譯; 瓊那.諾布旺典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515 不可不吃的1600道家常爽口涼菜 金版文化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菁英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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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266522 瘦得漂亮!: 韓國少女天團瘦出苗條好氣色的飲食配方大公開申載鏞著; 崔冬梅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539 一定要懂的飲食宜忌: 專業營養師教你培養不生病的好體質!申載鏞著; 崔冬梅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546 對症飲食與正確穴位按摩,成為疾病絕緣體! 申載鏞著; 崔冬梅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560 快樂媽咪40週孕產全書 蓋銘英主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577 一本就懂!圖解全身脊療法 李光著 2011-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6584 一本就懂!圖解全身指壓法 李光著 2011-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6591 完全圖解佛洛伊德精神分析 霍欣彤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607 非學不可500道養生煲湯 金版文化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614 這樣吃水果才健康!完全水果食用法 李敏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621 這樣吃蔬菜才順暢!完全蔬菜食用法 李敏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638 這樣吃五穀才養生!完全五穀食用法 李敏編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652 坐月子調養與新生兒保健必知大小事 王麗茹, 李光春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676 圖解冥想 藍梅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683 一本就懂!圖解全身拔罐護理法 李光作 2011-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6690 一本就懂!圖解足底按摩保健法 李光編著 2012-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6706 96個一定要懂的0歲育兒知識 林麗秀著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6266713 圖解唐卡 諾布旺典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720 一分鐘強效減肥排毒瑜伽 張斌主編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6737 掰掰下半身肥胖 申貞愛著; 黃璇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744 100個一定要懂的1歲育兒知識 林麗秀作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6266751 學齡前孩子的智力取決於300個小遊戲 熊津編輯部編著; 金哲譯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6266768 7天速成減肥瑜伽 張斌編著 2012-06-00 其他 1

9789866266775 照顧離乳寶寶的全方位副食品計畫 主婦生活編輯部編著; 元氣星球工作室譯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6266782 圖解嬰幼兒常見病的對症撫觸療法 郭長青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799 完美體態燃脂瑜伽 李承雅編著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6266812 遠離慢性病的保健飲食 霍軍生編著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6266829 日常養生保健必知飲食宜忌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836 七天瘦身瑜伽 矯林江編著 2012-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6266843 這樣吃肉類才健康!完全肉類食用法 李敏編著 2012-04-00 平裝 1

9789866266850 一生一定要為孩子準備的83種聰明健康餐 李敏, 陳敏編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867 一學就會!圖解艾灸療法治百病 國醫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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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266874 不生病的身體密碼: 專家帶你輕鬆擺脫壞體質 國醫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881 100個一定要懂的2歲育兒知識 林麗秀審訂編著 2012-04-00 平裝 1

9789866266898 一定要學的超人氣家常菜 金版文化編著 2012-04-00 平裝 1

9789866266904 10分鐘超有效燃脂瘦身瑜伽 張斌編著 2012-08-00 其他 1

9789866266911 不生病的養生智慧: 老中醫教你調養好體質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928 圖解地藏經: 逆轉人生困境.脫離當下地獄 釋心田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6266935 減肥特效經絡按摩 杜琳主編 2012-07-00 其他 1

9789866266942 圖解現代人常見病 調理養生食膳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959 圖解西藏密宗 洛桑杰嘉措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6266966 素顏美女調養飲食: 吃出凍齡無瑕肌 陳敏編著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6266973 常見病經絡按摩速查圖典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266980 常見病足部按摩速效圖典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6997 3步驟做出好料理: 家常必備開味涼菜 金版文化編著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5942007 糖尿病飲食療法: 輕鬆維持血糖的100個小祕訣 李淑媛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942021 圖解本草綱目: 常見病五行漢方對症調養圖典 李時珍編著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5942038 不可不知道38種常見疾病調養實例 國醫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2045 吃對食物不生病: 這樣吃養出好體質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2052 圖解常見病對症調理: 解祕115種經典中藥良方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5942069 認識西方文明之源: 圖解基督教: 以現代手法詮釋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傅宏基編著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5942076 圖解黃帝內經養生一本通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2083 圖解本草綱目: 漢方百草對症調養圖典 李時珍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5942090 不可忽視的83種疾病前兆 國醫絕學編委會著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5942106 本草綱目養生活用圖典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42113 圖解史記 司馬遷原著; 史進編著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5942120 圖解紅樓夢 曹雪芹原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5942137 179道廚藝新手也能輕鬆完成的美味幸福家常料理金版文化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5942144 圖解經絡的祕密 唐頤編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5942151 一學就會!圖解15分鐘居家刮痧、拔罐與腳底按摩國醫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5942168 小資美女美膚養顏祕方 宋坪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2175 47種快瘦塑身的神奇蔬果 元氣星球工作室編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5942182 一學就會!圖解從耳朵與掌紋透視健康 國醫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2-10-00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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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42199 圖解猶太人智慧書 羅秉新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42205 排毒專家教你做好體內環保 元氣星球工作室編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5942212 圖解黃帝內經的養生智慧: 九型體質精要與十二時辰的自然養生法田元祥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42229 圖解神奇的刮痧、拔罐、艾灸居家療法 薛衛國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42236 一看就懂!圖解全身刮痧法 李光編著 2012-12-00 其他 1

9789865942243 一看就懂!圖解全身推拿法 李光編著 2012-11-00 其他 1

9789865942250 輕鬆打造完美S曲線: 不用節食、無須拼命運動也能享瘦一輩子元氣星球工作室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42267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飲食療法 張維君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942274 胃腸病調養食療與保健: 讀懂胃腸健康警訊,從生活細節改善胃腸健康!李興廣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42281 特效反射區按摩圖解全書: 快速打造纖腰、翹臀、美胸、嫩肌元氣星球工作室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42298 0-3歲寶寶左右腦開發: 從遊戲互動中、提升幼兒智力、專注力、語言能力及數理邏輯分析力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42304 圖解道教 張夢逍編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942311 一看就懂!圖解全身指壓法 李光編著 2013-01-00 其他 1

9789865942328 一看就懂!圖解全身脊療法 李光編著 2013-02-00 其他 1

9789865942335 養生茶飲: 調理體質,喝出美麗與健康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42342 改善睡眠品質的20個妙招: 解決睡眠障礙,讓你一覺睡得飽、睡得好!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42359 圖解手診養生全書 樊紅杰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42366 圖解老中醫養生與診療智慧: 《黃帝內經》的中醫應用陳映山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942373 圖解風水地理 (清)趙九峰原著; 陳子明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942380 非學不可114道滷味、醬燒、燻菜料理 林嵐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942397 一看就懂!圖解全身拔罐護理法 李光編著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6266645 一定要學會的美容保養六堂課: 一次打造水嫩、白皙、無暇、幼嫩嬰兒肌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6266669 遠離病痛的300個生活細節: 六大主題,揪出讓你生病的生活小細節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942403 (圖解)你所不知道的日本文化之美 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著; 葉寧編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942410 一看就懂!圖解全身艾灸療法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942427 圖解一定要知道的600則國學常識 彭書淮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942441 圖解太極拳: 簡易太極拳法二十四式,養出健康好體質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942458 圖解顏面望診 東方教育研究院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942465 好父母,教出孩子的卓越領導力 王昆編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942472 一學就會107道經典韓國料理 杜開洪, 范姝岑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942489 塑身女王Nadia的燃脂瑜伽: 跟著韓國女星一起打造完美體態李承雅作 2013-09-00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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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42496 好父母,用蒙特梭利教育法激發孩子潛能 王慧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942502 好父母,一定要懂的溝通心法: 和孩子成為無話不談的親密好友楊亮亮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42519 用彩繪記錄生活故事: 輕鬆繪製個性小插圖 飛樂鳥編著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5942526 圖解一定要知道的實用生活風水 王學典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42533 荷蘭幸福教育法: 從小培養孩子的創造力 楊亮亮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0216 夢遊私臺北 炎亞綸, 角子作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3602 一葉知秋(以小見大) 黃金權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3619 啟山聖源: 新繹如意金龍玄壇真經 黃正土注繹 2013-10-00 參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7922 黑色幻霧: 光的成就者: 黃映蒲雕塑文字 黃映蒲作 2012-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4163 別毒害下一代: 臺灣「毒理學王」洪東榮的生活解毒大全洪東榮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4170 蚶寮的超級婆婆: 一個么媳婦的懺悔 宋慧慈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博海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映蒲雕塑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策馬入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18

華研國際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茂圖文傳播采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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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687745 科普傳播漫畫教學手冊 林達隆, 魏良成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1893 北極小熊Q 張放之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98901 生產計畫與管理 林則孟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8932 保險法: 理論與實務(逐條釋義) 吳瑞雲, 郭德進作 2012-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6099168 個體經濟學 Robert S. Pindyck, Daniel L. Rubinfeld著; 劉純之, 游慧光, 林恭正譯2014-01-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6099182 中級會計學 Kieso, Weygandt, Warfield著; 王韶濱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229 國際貿易實務 蔡緣編著 2013-09-00 第廿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6885 汪東城畫生命中最重要的十件事! 汪東城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6960 美好的旅行 林依晨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053 L.A狂想曲 鄭元暢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9541 食品技師考試重點整理. 四, 食品加工學 周清富編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5929602 幼托機構經營管理理論與實務 林秀蓁等合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664 病歷閱讀 鄭淑貞等合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671 新護理考試秘笈. 十一, 護理行政 車憶敏等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787 新護理考試秘笈. 8, 微生物免疫學 尤封陵編著 2013-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29794 藥理學(精選題庫) 詹婉卿, 翁逸奎合著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059 社會學概論 周梅雀等合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073 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科學研討會學術論文集. 2013吳佩玲, 高而仕, 蕭蓉禎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172 餐飲創業管理概論 郭慧儀作 2013-06-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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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28219 安寧緩和護理學 蔡麗雲等合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28226 流行病學 劉明德等合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240 公共衛生概論 劉明德等合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271 最新生理學 賴明德等編著 2013-08-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28318 解剖生理學(精選題庫) 黃清賢, 郭純琦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28325 膳食設計實驗 林佳育等合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332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精選題庫) 陳碧桑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349 生命期營養 陳惠欣等合著 2013-08-00 六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13133 天下梟雄. 卷一, 權門庶子 高月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294 天下梟雄. 卷二, 征戰草原 高月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478 天下梟雄. 卷三, 雲卷雲舒 高月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485 天下梟雄. 卷四, 龍騰虎躍 高月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492 天下梟雄. 卷五, 青梅竹馬 高月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508 天下梟雄. 卷六, 初露鋒芒 高月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560 一品江山. 卷1, 清平樂 三戒大師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577 一品江山. 卷2, 醜奴兒 三戒大師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638 仙本純良. 第一部 正月初四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13645 仙本純良. 第一部 正月初四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13652 仙本純良. 第一部 正月初四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13669 仙本純良. 第一部 正月初四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13676 仙本純良. 第一部 正月初四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13690 一品江山. 卷3, 望江南 三戒大師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706 一品江山. 卷4, 雨霖鈴 三戒大師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744 一品江山. 卷5, 折桂令 三戒大師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751 一品江山. 卷6, 春曉曲 三戒大師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874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1, 凌雲健筆 高月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881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2, 明爭暗鬥 高月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7

紫宸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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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13959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3, 伴君如虎 高月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966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4, 鼙鼓初響 高月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980 一品江山. 第二部. 卷1, 洱海月 三戒大師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997 一品江山. 第二部. 卷2, 鵲橋仙 三戒大師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079 華裳. 卷1, 重回人世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086 莊周之燕. 上卷, 逃婚 蘭陵笑笑生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109 一品江山. 第二部. 卷3, 江城子 三戒大師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116 一品江山. 第二部. 卷4, 相見歡 三戒大師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147 待字閨中. 卷1, 吾家有女 迷路的龍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161 江山美人謀. 卷3, 謀於國 袖唐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178 華裳. 卷2, 破繭重生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208 待字閨中. 卷2, 大放異彩 迷路的龍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222 良田千頃. 卷5, 波涌雲亂 坐酌泠泠水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239 待字閨中. 卷3, 宿世冤家 迷路的龍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246 莊周之燕. 中卷, 入彀 蘭陵笑笑生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253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卷6, 放不下 吱吱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260 江山美人謀. 卷4, 風雲起 袖唐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277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5, 遼東戰役 高月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284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6, 風雲激蕩 高月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291 一品江山. 第二部. 卷5, 南歌子 三戒大師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307 一品江山. 第二部. 卷6, 烏夜啼 三戒大師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314 莊周之燕.下卷, 燕歸 蘭陵笑笑生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352 良田千頃. 卷6, 情為何物 坐酌泠泠水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369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卷7, 嬌哥兒 吱吱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376 上善若書. 卷3, 風波起 鬼鬼夢游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383 上善若書. 卷1, 初相遇 鬼鬼夢游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390 上善若書. 卷2, 心意萌 鬼鬼夢游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406 江山美人謀. 卷5, 戰群雄 袖唐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413 一夏晴深.上卷, 梅熟 蘭陵笑笑生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420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卷8, 初成長 吱吱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437 良田千頃. 卷7, 天賜良緣 坐酌泠泠水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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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14444 待字閨中. 卷4, 出嫁從夫 迷路的龍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451 江山美人謀. 卷6, 天機變 袖唐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468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卷9, 奔前程 吱吱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475 秀色滿園. 卷1, 今夕是何夕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482 萌妻養成. 卷1, 閨女養成 橫塘水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499 秀色滿園. 卷2, 三等小丫鬟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505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卷10, 尚媳婦 吱吱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512 一夏晴深. 卷中, 夏深 蘭陵笑笑生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529 一夏晴深. 下卷, 天晴 蘭陵笑笑生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536 上善若書. 卷4, 真相白 鬼鬼夢游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543 閨秀. 卷1, 顧盼生姿 迷路的龍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550 萌妻養成. 卷2, 有女初長 橫塘水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567 上善若書. 卷5, 情所歸 鬼鬼夢遊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574 狐戲紅塵. 卷1, 遊戲人間 玉贏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581 華裳. 卷3, 歡喜憂愁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598 華裳. 卷4, 美麗夢想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604 侯門嬌. 卷1, 初來乍到 一個女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611 華裳. 卷6, 主僕鬥智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628 華裳. 卷5, 少女情懷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635 秀色滿園. 卷3, 多事之秋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642 閨秀. 卷2, 虎視眈眈 迷路的龍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659 拜金女馴夫記 田小米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666 狐戲紅塵. 卷2, 歷劫重生 玉贏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673 華裳. 卷7, 情根深種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680 華裳. 卷8, 開花結果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697 江山美人謀. 卷7, 逍遙遊 袖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703 狐戲紅塵. 卷3, 卧虎藏龍 玉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710 攻心計. 上卷, 守心 蘭陵笑笑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727 攻心計. 下卷, 攻陷 蘭陵笑笑生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734 侯門嬌. 卷2, 漸入佳境 一個女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741 秀色滿園. 卷4, 二等阿鬟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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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14758 秀色滿園. 卷5, 初識情愁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765 搶救初戀大作戰. 上, 重生 薰未染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772 搶救初戀大作戰. 下, 唯一 薰未染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789 月夜櫻飛. IV, 天穹罣氣 四方宇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796 閨秀. 卷3, 絕世珍寶 迷路的龍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802 侯門嬌. 卷3, 風起雲湧 一個女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819 萌妻養成. 卷3, 初任管家 橫塘水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826 我的黑道男友 田小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833 萌妻養成. 卷4, 初為人婦 橫塘水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840 侯門嬌. 卷4, 高潮迭起 一個女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857 閨秀. 卷4, 身不由己 迷路的龍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864 奸相萌女. 卷1, 相門是非多 姚十六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871 奸相萌女. 卷2, 吹皺一池水 姚十六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888 秀色滿園. 卷6, 一等丫鬟 尋找失落的愛情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895 狐戲紅塵. 卷4, 慧極必傷 玉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901 狐戲紅塵. 卷5, 情為何物 玉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918 商女馴夫.上 卷, 臨淵 烏鞘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925 商女馴夫.下 卷, 險途 烏鞘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932 閨秀. 卷5, 身世之謎 迷路的龍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949 秀色滿園. 卷7, 意惹情牽 尋找失落的愛情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956 秀色滿園. 卷8, 慧斬情絲 尋找失落的愛情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963 秀色滿園. 卷9, 美夢成真 尋找失落的愛情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970 侯門嬌. 卷5, 驚心動魄 一個女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987 一品江山. 第二部. 卷7, 御街行 三戒大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4994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7, 亂軍再起 高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007 嫡女無雙. 卷1, 復仇重生 白色蝴蝶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014 嫡女無雙. 卷2, 情惹皇子 白色蝴蝶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021 嫡女無雙. 卷3, 愛意萌動 白色蝴蝶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038 嫡女無雙. 卷4, 深宮似海 白色蝴蝶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045 虎妞向前衝 舞月踏歌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052 小蘿莉養成計劃 了了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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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15069 奸相萌女. 卷4, 世事難兩全 姚十六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076 奸相萌女. 卷3, 擒賊先擒王 姚十六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083 侯門嬌. 卷6, 天羅地網 一個女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106 桃色攻防戰 烏鞘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113 辣雞翅情緣. 上集, 遇見愛情 舞月踏歌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120 奸相萌女. 卷5, 詭異的轉折 姚十六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137 奸相萌女. 卷6, 世事真難料 姚十六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144 妻居一品. 卷1, 上天弄人 夜惠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151 點裙臣. 卷1, 潑婦難為 雲外天都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168 侯門嬌. 卷7, 撥雲見日 一個女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175 侯門嬌. 卷8, 柳暗花明 一個女人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199 小娘子馴夫記. 卷1, 時間倒轉 迷路的龍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205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8, 征關中記 高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212 奸相萌女. 卷7, 各自生思量 姚十六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229 奸相萌女. 卷8, 有得亦有失 姚十六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236 奸相萌女. 卷9, 家國快樂事 姚十六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243 嫡女無雙. 卷5, 巧計謀算 白色蝴蝶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250 嫡女無雙. 卷6, 生死相許 白色蝴蝶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267 嫡女無雙. 卷7, 第七皇子 白色蝴蝶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274 大小通寶. 上卷, 今生只要你 童茜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281 大小通寶. 下卷, 賭命終不悔 童茜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298 桃花朵朵笑良緣 雲外天都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304 點裙臣. 卷2, 步步驚心 雲外天都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311 點裙臣. 卷3, 波瀾又起 雲外天都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328 點裙臣. 卷4, 一世平安 雲外天都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366 小娘子馴夫記. 卷2, 全能紅娘 迷路的龍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373 辣雞翅情緣. 下集, 燦爛煙火 舞月踏歌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380 紫薇花開. 上卷, 不解之緣 今日癡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397 紫薇花開. 下卷, 百轉千迴 今日癡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403 狗爸爸狗媽媽 立地成妖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410 妻居一品. 卷2, 身世之謎 夜惠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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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15427 妻居一品. 卷3, 緣起緣滅 夜惠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434 神夢 彤琤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15441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9, 龍馭殯天 高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458 嫡女無雙. 卷8, 鳳凰于飛 白色蝴蝶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465 小娘子馴夫記. 卷3, 女大當嫁 迷路的龍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472 嫡女無雙. 卷9, 後宮風雲 白色蝴蝶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496 嫡女無雙. 卷10, 執子之手 白色蝴蝶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502 妻居一品. 卷4, 喜事臨門 夜惠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526 小娘子馴夫記. 卷4, 不枉此生 迷路的龍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557 偷偷遇賤愛 愛喝水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564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10, 布局西域 高月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571 大丫鬟.上 卷, 裝瘋賣傻 舞傾塵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588 鳳傾天下之王妃有毒. 卷一, 緣起 舒黛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595 大丫鬟.中卷, 曲折離奇 舞傾塵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625 鳳傾天下之王妃有毒. 卷二, 弄情 舒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649 大丫鬟.下卷, 開花結果 舞傾塵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656 妻居一品. 卷5, 奪嫡序幕 夜惠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663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11, 攻掠河北 高月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373 話我家鄉記高雄 楊國顯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169380 臺語演藝教材 楊國顯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6169397 游藝教學小錦囊 楊國顯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40620 電子學導讀 王錦銘, 陸家樑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00212 微分方程式導論 王錦銘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超級科技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57

送存冊數共計：161

菜根香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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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0622 森林系串珠鉤織. Vol.3, 32款源自土耳其傳統鉤織藝術的創意串珠緣飾Midori Nishida, C.R.K design著; 莊琇雲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0912 臨江仙 Seba蝴蝶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020929 臨江仙 Seba蝴蝶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020943 鄭子太極拳三十七式 賴月英著 2013-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0950 快給我紙膠帶 知音文創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0967 八字學中階晉級講義 黃四明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0974 一天就完成!今天作.明天揹の超人氣個性手作包田中智子著; 陳冠貴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0981 愛上手作時光の23件星型鉤織小物: Star Crochet No.3溫馨織品文化出版局著; 莊琇雲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0998 自在x有型Knitting My style私.手織服: 26件溫柔好感編織服&小物michiyo著; 陳冠貴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001 達人流異材質多工時尚手作包: 毛料X皮革X蕾絲 一眼就愛上的34款經典拼布創作辜瓊玉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025 斉藤謠子の好生活拼布集: 幸福感滿點!讓人心情愉悅の隨身包.化妝包.布小物斉藤謠子著; 瞿中蓮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056 粒子の步調.雜貨.私生活: 愛上手作生活的365天微感動粒子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063 易經中階晉級講義: 單純與精深的融合,讓你找到生命立足新磁場!黃四明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087 Seven Seba蝴蝶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117 Knitting My style棉麻百搭.好型手織服: 26件春夏好感の編織服&小物michiyo著; 陳冠貴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100 柴田明美の微幸福可愛布作 柴田明美著; 張粵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124 幽默,生活真趣味!: 50年經驗才敢大聲說的幽默智慧賴淑惠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131 青木和子の花草刺繡之旅. 2, 清秀佳人的幸福小島青木和子著; Elfin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148 輕鬆學會機縫基本功 栗田佐穗子監修; 張粵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7214 艾蜜莉的花草時光布作集 Kelly等合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179 Knitting My style: 輕甜涼感.日日棉麻手織服: 26件四季好感の編織服&小物michiyo著; 蔡依倫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155 斉藤謠子の拼布: 專屬。我の職人風手提包: 量身訂製24款超實用布作斉藤謠子著; 苡蔓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209 幽默歡喜心: 感人的智慧 賴淑惠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223 望日 Seba蝴蝶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230 五形五官開運彩妝 張鈺珠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247 停X看X聽.搞懂中國13億人都在想什麼?: 登陸必讀!悠遊大陸職場生存潛規則陳瑞昇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254 誕生石x法式布盒: 手作25個經典款法式珠寶盒 ビヅャ一香代子著; 蔡依倫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書堂文化

第 427 頁，共 617 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8109 字詞寫讀廿探 朱培庚編撰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3308 觀光餐旅經營管理人才認證暨教師研討會會議手冊李鴻傑作 2013-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0266 房仲勝經: 縱橫億萬商機 張欣民, 范世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10273 小資首購術: 敗犬變屋婆 賴淑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804 了無詩集 了無居士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5538 織上來時路留下虹印記: 打造秀林部落的二億故事花蓮縣秀林鄉秀林社區發展協會撰稿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090 臺譯論語 黃勁連譯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順益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納夢幻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7

渤海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國際經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6

第 428 頁，共 617 頁



9789866993831 運動賽會贊助品牌個性、品牌適合度與贊助效益關係之研究李龍淵(Lee Long Yuan)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279 設計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6768194 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 第六期 廖學書主編 2010-07-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0394 幼兒餐點設計與營養 許世忠等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417 健康管理 黃月桂等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424 大型運動賽會經營管理 葉公鼎作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431 幼兒特殊教育導論 周俊良等作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448 醫院環保導論 張寶樹等作 2013-10-00 二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6090455 失智症臨床照護指引 Carol A. Miller作; 莊琬筌譯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3180 開新視窗 洪韵婷, 傅雅雯, 鄒逸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3197 看見聲音 謝春德[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0801 視覺邊境: 王建文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330 她是青銅器我是琉璃 潘家欣, 阿米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59354 走路的藝術: 魯熱維奇詩選. 1945-2008 塔德烏什.魯熱維奇(Tadeusza Różewicza)作; 林蔚昀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59361 給我的詩: 辛波絲卡詩選(1957-2012) 維斯瓦娃.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作; 林蔚昀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6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黑眼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梵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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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359040 衛生紙. 7, 當代歷史 鴻鴻主編; 吳慧雯設計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3038 工程數學歷屆考題精解: 機械所、土木所. 101-102年喻超凡, 喻超弘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13045 工程數學歷屆考題精解: 電機所. 101-102年 喻超凡, 喻超弘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96221 採購與供應管理 許振邦編著 2007-01-00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189942 西餐烹調理論與實務 賴顧賢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80996 婚姻與家庭 黃明發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009 長照機構經營與管理 黃明發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054 企業倫理 丁志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061 旅館人力資源管理 劉桂芬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1078 情緒管理 蔡秀玲, 楊智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1085 成人心理學 郭靜晃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115 研究統合與後設分析 Harris Cooper著; 張明玲譯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81122 觀光日語上手 鍾錦祥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81139 觀人生: 自我生命教育 鈕則誠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146 餐旅業行銷管理: 理論與實務 郭春敏, 陳細鈿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160 休閒健康管理 陳嫣芬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177 媒介管理 陳萬達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184 老人健康運動指導 蕭秋祺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191 餐旅業督導訓練 蔡必昌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揚智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7

喻超凡數位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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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981207 兒童福利概論 郭靜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214 餐旅採購與成本控制 蘇芳基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221 火災和爆炸的預防、評估與控制 黃清賢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238 旅遊糾紛與緊急事件處理 李慈慧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245 活動企劃 Judy Allen著; 陳子瑜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1431 葵花寶典高中數乙 林俊成編著 2013-08-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01448 葵花寶典高中數甲 林俊成編著 2013-10-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01455 文章分析小神通 徐清景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01462 學測大神通國文科全真模擬考 李百容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01479 學測大神通英文科全真模擬考 臺北儒林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01486 EZ100高三公民與社會重點整理(5-6冊全) 許祥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01493 學測大神通: 自然科全真模擬考 龍飛天等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01509 學測大神通社會科全真模擬考 臺北儒林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01516 滿級分學測公民與社會嘿皮書. 試題篇 羅文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01523 學測大神通數學科全真模擬考 建國中學, 臺北儒林數學名師群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01530 國文科古文選. 伍 吳亭誼等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01547 EZ100高中地理總複習(五-六冊全) 周鴻海等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01561 高中異數學. 第四冊第一章, 空間向量 賴昱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7600 來中望所去 去中覓所來: 謝馨詩作賞析 施穎洲等著 2010-0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3

菲華文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森淼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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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06729 全民數獨. 初級篇 張惠雄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106736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106743 全民數獨. 中級篇 張惠雄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106750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106767 全民數獨. 初級篇 張惠雄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106774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106781 全國數獨. 中級篇 張惠雄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106798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3405 區域經濟整合與職業訓練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1許光華, 陳博舜編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3511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評鑑及人力資源合理運用之研究」技術報告許光華等作 2011-08-00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7043542 「立即充電計畫與充電加值計畫之執行效益分析」技術報告. 2009年許光華計畫主持人 2011-08-00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7043559 「人力資源提升個別型計畫之執行效益分析」技術報告. 2008年許光華計畫主持人 2011-08-00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7043788 能源小學堂 白子易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3764 White not: 朝陽景都畢業專刊. 2013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編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807 振聲吟草 紀振聲作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紫陽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集郵界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8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朝陽科大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第 432 頁，共 617 頁



9789868659407 駝峰航線郵史FLYING THE HUMP(1942.5-1945.9)楊浩編著 2011-07-00 修訂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9376 奉茶 方柏欽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7276 宇宙文明就是內心的世界 李國欽原著; 林庭薇編輯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6302 百家樂必勝課 劉明發著 2011-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0727 老禪師悟到的生活經 如因居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0734 般若心經智慧90則 公方俊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71198 永安圍棋教室: 手筋的思考與運用 陳永安著 2011-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棋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証業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富國際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順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富貴陶園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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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473615 成本與管理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著 2013-01-00 第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473622 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李宗黎, 林蕙真作 2013-06-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7473639 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作 2013-07-00 八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473646 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作 2013-09-00 八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473653 管理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李宗黎, 林蕙真著 2013-09-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7473660 成本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李宗黎, 林蕙真作 2013-08-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7473677 高等會計學新論 林蕙真, 劉嘉雯作 2013-08-00 七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9808 30天,世界玩一圈!. 第三卷, 澳洲、復活節島、日本,迎接熱血最終回水谷小猿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815 Dropbox不用整理的檔案整理術: 把混亂變效率的魔法,除了同步還有60個運用技巧Pseric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839 小資創業6堂課: 從3萬資本做到百萬營收,單親媽媽奮鬥記魏籤懿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846 簡單種、趁鮮採: 和療癒系蔬菜小盆栽一起行光合作用!鈴木朝美著; 劉雨龍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853 不用油也能香酥脆!81道超油切、好美味、零失誤的氣炸鍋省時食譜魏可芬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877 攝影小時光: 像貓一樣的追尋這世界 丁三郎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884 出境,入鏡: 給自己的風景攝影練習之旅 蔡孟哲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891 收藏100種巴黎: 咖啡X甜點X美食X市集X電影場景X散步地圖,我在花都漫步中莉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907 CP值東京之旅 禾白小三撇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914 大師運鏡. 2, 觸動人心的100種電影拍攝技巧: 拍出高張力X創意感的好電影克利斯.肯沃西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921 走出逆境的一句話,不怕失敗的人生語錄 簡大為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952 拆掉一本書: 把房間、書櫃、辦公桌清空,神奇的自炊紙整理術黃裕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1204 深情迷宮: 監護人達令 Bea圖.文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然詩社

送存冊數共計：7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就愛呆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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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6106 我們所說的這個名字: 然詩社兩週年作品集 謝三進主編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853 山人之春江花月: 大小大山人沈宏錦畫集 沈宏錦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19860 青田藝術季 席慕蓉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2345 Weego故事本 Ronnie Han,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376 英語認證ECS系列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6967 美國大學導覽及申請指南. 2014 張詠誠作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2503 福爾摩沙摸魚: 臺灣的淡水魚 詹見平等合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9902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6509995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865791001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11 1

送存冊數共計：1

視群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群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4

壹零壹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詠瑞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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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91018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12 1

9789865791025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13 1

9789865791032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14 1

9789866509919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6509926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6509933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6509940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6509957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6509964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6509971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6509988 靈寶文檢 黃福祿總編校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9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373 欲望的教育: 美意識創造未來 原研哉作; 李柏黎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204 超棒小說這樣寫:寫出結構完整、劇情緊湊、讓人欲罷不能的超完美小說!詹姆斯.傅瑞(James N. Frey)作; 尹萍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0211 未見鍾情: 虛擬 懷觀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17395 Maya 3D動態筆記: 活化角色流暢的關鍵技巧 劉怡君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449 Illustrator不敗經典: 229個影像具現化的技法與程序高野雅弘著; 羅淑慧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579 國會助理工作手冊: 國會生態地圖總導覽 田麗虹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685 一畫就上手: 絕對立竿見影的基礎漫畫技法 C.C動漫社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692 商務英語不NG: Email寫作用3句打通關 關谷英里子著; 陳姵君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博碩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4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夢千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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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017715 Unity 3D+Photon線上遊戲開發入門 紀曲峰, 林志勇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722 商務英語不NG: 關鍵單字這樣用就對了 關谷英里子著; 黃大旺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746 好好吃早午餐!: 在家就能享受的124種日X韓X西式異國珍饌孔原柱著; 郭淑慧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777 培養與鍛鍊程式設計的邏輯腦: 世界級程式設計大賽的知識、心得與解題分享秋葉拓哉, 岩田陽一, 北川宜稔著; 博碩文化譯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017791 資訊與網路安全: 基礎系統資訊安全技術與實務賈蓉生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807 解構Zbrush: 專家技巧徹底解析 狂龍國際, 張嘉仁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814 活學活用Illustrator CS6: 全方位快速搞定路徑繪製X圖樣線條X3D物件應用勁樺科技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821 商務英語不NG: 70+關鍵單字這樣用就對了 關谷英里子著; 黃大旺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838 Mac APP精選特典: 生活、工作、娛樂必備超好用軟體特蒐!柏青哥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845 電子商務: 電腦專業能力認證題庫暨解析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852 一畫就上手: 絕對征服人心的萌少女漫畫技法 C.C動漫社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869 一畫就上手: 絕對Q感十足的漫畫角色繪製技法 C.C動漫社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876 Excel樞紐分析: 新手入門就靠這本 Bill Jelen, Michael Alexander編著; 錢才瑋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883 無瑕的程式碼. 番外篇: 專業程式設計師的生存之道Robert C. Martin著; 博碩文化編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890 Visual C# 2012網路程式設計: 線上遊戲實作 張逸中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906 漫畫角色描繪技法. 造型篇 C.C動漫社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913 散發幸福能量的襪子娃娃: 26種製作容易&老少咸宜的可愛動物造型玩偶李元周著; 呂欣穎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920 Fedora 19 Linux系統建置與實務 湯秉翰作 2013-08-00 五版 其他 1

9789862017937 Visual Basic 2012從零開始 資訊教育研究室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944 Google SketchUP 8: 3D空間建模實作 許桂樹, 李宗翰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951 心之所在: 悟善禪師的慈悲智慧與神通傳奇 林文淵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968 15分鐘搞定美味蔬菜便當: 簡單易學的36種便當+豐富的120種菜色變化金修晶著; 林建豪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975 頂尖業務員の360堂銷售課 唐華山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982 現在就應該懂的幸福工作術 安子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002 Project 2013專案管理與實作經典關鍵講座 林宏諭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019 絕讚背景插畫繪製: 都市、城鎮、自然與室內等氛圍場景的描繪技法大揭密草壁著; 羅淑慧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026 人生需要正能量: 活出快樂的八種良方 張笑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033 debut!大藝術家的奇幻旅程: 24位插畫大師的經典之作與創意殿堂Booknomad, General Graphics, YP等合著; 陳郁珊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040 嗯!Excel 2013我也會: 超實用的財務帳簿X統計分析X調查問卷X雲端協同X強效技巧範例即上手陳冠宇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057 響應式網頁設計超強來襲!: 通用於平板X智慧型手機X電腦X電視的跨平臺設計應用範例Tim Kadlec著; 博碩文化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064 超完美攝影構圖捷徑: 15種基本原則+184個場景別案例內池秀人, 福井麻衣子著; 黃佩雯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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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018071 10天就懂!一定學會jQuery的36堂關鍵課程 山田祥寬著; 許郁文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088 Kent Beck的實作模式 Kent Beck著; 博碩文化編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095 Raspberry Pi從入門到應用 葉難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101 PHP+MySQL網站系統開發講座 陳朝鈞等編著 2013-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018118 資訊科技與生活 藍天雄等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018125 Excel 2013函數大全與活用範例關鍵講座 林宏諭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132 SQL Server 2012專業開發與設計 陳祥輝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149 Android大螢幕手機與平板電腦開發實戰: 經典範例直擊大螢幕、高解析度的核心處理技術吳亞峰, 杜化美, 索依娜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156 ios遊戲從創意到開發 Todd Moore著; 博碩文化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163 用光零失誤: 曝光補償+燈光設置+色彩基本+100個場景別要訣石田德幸等著; 劉秀群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170 打造你的社群力: 商場贏家新武器 Mark Fidelman編著; 李碧涵, 盧佳宜, 林佩慧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187 CIO的兩難: 突破困局,與企業互利共存 Martha Heller著; 鍾文武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194 那些APP好用的祕密: 黏住使用者的魅力&UX好感度設計彭其捷, 楊淑涵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200 設計模式的解析與活用 Alan Shalloway, James R. Trott著; 博碩文化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217 Google雲端工作術: 提升工作效能的160個實用技巧酆士昌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224 Office職場工作術 榮欽科技, 吳燦銘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231 Excel職場工作術: 立即上手的16個收支圖表.市調統計分析.投資試算.績效評核.函數應用 職場即戰例榮欽科技, 吳燦銘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248 雲端網頁程式設計: Google App Engine應用實作 湯秉翰作 2013-10-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018316 商品包裝設計教科書 Nikkei Design著; 郭彥廷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323 不用背!公職英文考試超簡單 油漆式外語研究中心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330 iPhone與iPad這樣玩才有趣!輕鬆學會150個你早該會的超實用技巧: iOS 7速解強化版小雲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354 超專業!DSLR構圖與光影完全活用術 劉寶成, 張雪, 黑瞳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361 健康好吃的Cup點心!: 讓人回味無窮的133道一口餐點金貞姬著; 孫宏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378 活學活用Excel 2013: 全方位快速搞定圖表函數X樞紐分析X收支預算應用勁樺科技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385 活學活用Office 2013: 全方位快速搞定文件編輯X數據分析X簡報設計應用勁樺科技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392 活學活用會聲會影X6: 全方位快速搞定視訊剪輯X轉場濾鏡XHTML5動態影音應用勁樺科技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408 JavaScript設計與開發: 透視新技術關鍵+完全實力養成Larry Ullman著; 姚軍編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63

送存冊數共計：63

無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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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599352 逝者之城手記 郭龍(Golo),蒂布(Dibou)作; 郭立貞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7270 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 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 戴耀廷, 朱耀明, 龔立人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0818 童綜合醫院四十周年回顧: 大臺中健康幸福燈塔劉峰松主編 2012-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7355 小女孩的故事: 女人啟示錄 黃伊君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07379 阿茂的奇遇: 與爺爺在蓮池潭的奇妙歷程 李育任文.圖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07393 愛在轉角 亞米, 李巧如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719 裝甲指揮官戰紀 黃竣民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8719 裝甲指揮官戰紀 黃竣民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8726 日本海軍陸戰隊興亡史. 中冊, 侵略怒濤(1911-1941)何永勝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8726 日本海軍陸戰隊興亡史. 中冊, 侵略怒濤(1911-1941)何永勝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909 游漆曼波: 黃麗淑漆畫創作專輯 江舜堯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游漆園

送存冊數共計：1

集夢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雅圖創意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綜合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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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034 Arduino電風扇設計與製作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36041 Arduino 迷宮遊戲設計與製作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36058 Arduino遙控車設計與製作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36065 Arduino雙軸直流馬達控制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36072 Arduino自走車設計與製作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8123 聖音之聲 善德文化編輯部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374 用注音說印尼語 陳玉順作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54454 玩德國!看完這本就出發 張克展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329 狐狸與小紅帽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8858336 綿羊綿羊飛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8858343 The flying sheep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8858350 鱷魚波波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8858367 Paul the crocodile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8858374 艾莉絲特的文字冒險 李蕙讌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8858381 機器人強尼 施進隆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

智趣王數位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5

善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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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858398 Danny’s little flower 柑仔貝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005 形狀王國 尤吟芳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012 黑熊布布的生日 陳玟如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029 你好!Tiger 林鈺庭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036 認識1~100 尤吟芳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043 三隻小豬 尤吟芳編著; 蘇慧敏譯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050 蔬菜大俠 陳玟如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067 鑰匙商店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074 貪吃蛇皮皮 黃俞枋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081 Pipi the gluttonous snake 黃俞枋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098 Patty the sea lion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104 The fox and the little red riding hood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111 Little mouthless ethan 尤吟芳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128 The little boy and the snowman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135 The dragon and the magic!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142 The melting rainbow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159 Little chef Arnold 王手蟲, 阿曼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166 The caveman brothers 陽小星, 陽朵那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173 海獅佩蒂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180 沒有嘴巴的小宇 尤吟芳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197 彩虹融化了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203 男孩與雪人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210 都是因為魔法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227 When the black cat meets white cat 李紫蓉, 胡家琪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234 Whose flower rope 石晏如, 王書曼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241 Who picked up the paper airplane 石晏如, 何雲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258 The vegetables’s masquerade 兔子波西, 楊麗玲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265 Riding a dinosaur to school 劉思源, 林小杯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272 The key shop 吳曼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289 Moving stones 陽小星, 陽朵那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296 老伯伯老婆婆搬石頭 陽小星, 陽朵那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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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48302 I am wind 李紫蓉, 許文綺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326 Froggy’s secret 謝明芳, 林小杯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333 野人兄弟 陽小星, 陽朵那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340 The chameleon that doesn't want to change colors? 石晏如, 賴馬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357 Little small red umbrella 劉思源, 何雲姿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364 Learn to draw little hedgehog 王手蟲, 湯姆牛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371 Reminisce 謝明芳, 許文綺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388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尤吟芳編著; 蘇慧敏譯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395 Robot Johnny 施進隆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401 Three little pigs 尤吟芳編著; 蘇慧敏譯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418 國王的新衣 尤吟芳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425 Snow white 尤吟芳編著; 蘇慧敏譯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432 Jack and the beanstalk 蘇于珊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449 Mermaid princess 尤吟芳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456 人魚公主 尤吟芳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463 白雪公主 尤吟芳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470 Who is superstar 謝明芳, 邱千容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487 The warm three letters 兔子波西, 貓妮妮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494 Xiao Mi's poop shop 兔子波西, 賴馬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500 The king and the magic beans 王手蟲, 胡家琪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517 醜小鴨 尤吟芳改寫; 王子穎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524 The ugly duckling 尤吟芳改寫; 王子穎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531 Rapunzel 蘇于珊改寫; 羅鈺婷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548 長髮姑娘 蘇于珊改寫; 羅鈺婷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555 Seven little lambs and the big bad wolf 尤吟芳改寫; 陳怡婷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562 七隻小羊與大野狼 尤吟芳改寫; 陳怡婷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579 布萊梅樂隊 蘇于珊改寫; 古一君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586 Town musicians of Bremen 蘇于珊改寫; 古一君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593 勇敢的小錫兵 蘇于珊改寫; 陳怡婷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609 The steadfast tin soldier 蘇于珊改寫; 陳怡婷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616 星際探險. 1, 外星來的庫拉拉 陳玟如撰文; 黃愛平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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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48623 星際探險. 2, 美麗的藍寶石地球 陳玟如撰文; 黃愛平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630 野天鵝 尤吟芳改寫; 林鈺涵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647 The wild swans 尤吟芳改寫; 林鈺涵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654 謎樣的水果 陳玟如撰文; 詹蓓馨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661 睡美人 尤吟芳改寫; 林佩瑩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678 Sleeping beauty 尤吟芳改寫; 林佩瑩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685 胡桃鉗與老鼠王 蘇于珊改寫; 林鈺涵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708 形狀同樂會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715 認識1~50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722 Hello We: Food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739 Hello We: Christmas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746 Hello We: Color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753 認識1~5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760 認識1~3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777 認識1~10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784 認識11~20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791 糖果屋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807 Hansel and Gretel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814 畫眉嘴國王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821 King Thrushbeard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852 金鵝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869 The Valiant Little Tailor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876 勇敢的小裁縫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7996 學術論文寫作部落格文選集 華樂絲語文顧問有限公司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2

華樂絲語文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443 頁，共 617 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5663 普通高級中學音樂. 二(乙版) 梁秀玲, 柯瓊瑢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6431 素人音樂創作革命 顏志文, 文山社區大學寫歌班全體學員著; 張瓊齡主編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9019 別太鐵齒,你至少要懂的辦公室風水學 常娟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026 請聽我說 夏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033 失落的世界: 神祕消失的古文明 陳奇勳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040 最愛玩成語接龍遊戲 羅燕惠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064 問倒教授的百科大考驗 雅瑟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088 奇異謎團: 神祕的未解之謎 陳奇勳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095 一看就會的居家風水學 常娟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101 大家來挑戰成語接龍遊戲 林威彤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118 你不可不知的經典500歷史常識 張中延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43560 六支琴槌技巧在木琴演奏中的運用: Wonderland: 吳珮菁木琴獨奏會之演奏詮釋. 2011吳珮菁著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80739 職場英文大躍進1000實用句 王妙妃等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傑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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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5302 逃離中國: 袁紅冰小說體自傳 袁紅冰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05319 逃離中國: 袁紅冰小說體自傳 袁紅冰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05326 素人政治與柯語錄 葉柏祥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333 政治馬戲團與馬語錄 費邊社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2404 讀書.札記 戴麗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705 乾坤十靈 恆長法師作 2013-09-00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1045 黃輔棠小提琴音階系統 黃輔棠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1390 西施組曲: 中或大提琴與鋼琴 阿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99007 阿鏜小提琴獨奏曲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99014 蕭峰鋼琴三重奏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99021 俠之大者鋼琴三重奏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99038 西施幻想曲: 小提琴與弦樂團總譜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99045 詩樂: 小提琴與鋼琴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99052 西施: 四幕歌劇鋼琴伴奏譜 阿鏜作曲; 劉明儀劇本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069 交響合唱《心經》: 管弦樂版總譜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076 交響合唱《心經》: 鋼琴伴奏譜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鐘音樂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4

華藝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費邊社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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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99083 法住性情歌集 霍韜晦作詞;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090 靜思語歌集 證嚴作詞;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106 古詩詞獨唱歌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99120 古詩詞獨唱歌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99113 古詩詞獨唱歌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799137 賦格風合唱曲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144 無伴奏合唱曲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151 有伴奏合唱曲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168 合唱組曲海外遊子吟 過客作詞;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175 沈立詞歌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182 劉明儀詞歌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199 當代眾家詞歌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205 移調給男低音的歌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212 粵語聖經歌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229 阿鏜詞曲歌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236 神鵰俠侶交響樂總譜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243 蕭峰交響詩總譜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250 臺灣狂想曲總譜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267 阿鏜改編簡易鋼琴小曲集 阿鏜改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335 神鵰俠侶鋼琴組曲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342 臺灣原住民素材鋼琴小曲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359 阿鏜鋼琴曲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366 兩首臺灣主題變奏曲: 大提琴獨奏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373 追思曲總譜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380 紀念曲: 小提琴與管弦樂總譜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397 笑傲江湖: 中樂合奏總譜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403 神鵰俠侶交響樂: 中樂版總譜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410 阿鏜弦樂四重奏或合奏曲集 阿鏜作曲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99427 弦樂合奏曲集 黃輔棠改編編訂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99434 簡易小提琴二重奏 黃輔棠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441 淺易弦樂合奏 黃輔棠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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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99458 小提琴教學論文雜文集 黃輔棠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9465 弦樂團訓練 黃輔棠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5701 人體經絡解藥: 李強生的經絡世界 李強生(Jonsom Lee)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5725 把自己當神供養 李強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910 多益單字30天 Graham Pickering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37840 魔鬼甄花瘋玩臺灣 魔鬼甄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6144 金錢爆之趣味投資學: 直擊股、匯、債商品,散戶也能變大師(彩色圖解版)葉俊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2924 紙藝臺灣.臺灣水墨 華瀛藝術中心執行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女性

送存冊數共計：1

葉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裕大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傳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腳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3

雲巖經絡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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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33912 健康家常煮40道 高美雪, 新女性編輯室合著 2001-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3969 壞甜心 沐向陽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3976 跨越時空的情夫 蘿絲小姐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3983 戀愛二回熟 米樂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3990 妻不如竊 香彌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010 棄妃二嫁 佟芯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027 帝師 心寵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034 腹黑執行長 桐伊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041 花美家政夫 喜格格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058 御賜後娘 井上青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065 奉旨毀婚 陽光晴子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072 貴婦指定席 金詠珂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089 日久變人夫 金豆子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096 思念小酒館: 婚債 子紋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102 追夫靠色誘 風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119 大亨踢鐵板 官穎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126 爸比當選人 黎孅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133 老爸的交易 桐伊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140 披羊皮二爸 米樂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157 大齡肥妃 香彌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164 大齡寡婦 瑪奇朵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171 大齡庶女 佟芯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188 追夫用一招 喜格格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195 婚頭床伴 花襲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201 豪門灰姑娘 金詠珂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218 前夫太犯規 春野櫻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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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84225 香草甜點王 黎孅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232 家有總鋪師 白翎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249 蛋黃酥達人 風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256 鑽石級妻奴 桐伊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263 放長線釣嬌妻 米樂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270 酷男忘很大 陽光晴子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287 老公真面目 火豔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294 良妻從天降 蘿絲小姐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00 寵妻一百招 喜格格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17 大亨歸我管 淺濃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17 大亨歸我管 淺濃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24 總監逆轉勝 官穎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31 寡婦上爺床 瑪奇朵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48 花魁鬧豪門 香彌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55 灶花撲閻王 井上青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62 食神管家 桐伊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79 窮神當家 子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86 月老成家 花襲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393 升等老闆娘 香彌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409 分手變人妻 白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416 天敵佔夫位 喜格格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423 旺夫皇后 風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430 旺宅王妃 佟芯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447 旺財嬌妻 陽光晴子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19114 傲寶貝 曉叁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16983 阿鎧老師10天就看到成效的感統遊戲 張旭鎧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6990 神祕的海底人 游乾桂著 2013-11-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0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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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60590 動力學 張超群, 劉成群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67148 生物技術概論 鍾竺均, 陳偉編著 2013-08-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7681 醫謢化學 黃秉炘, 呂卦南編著 2013-09-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367827 藝術鑑賞: 導覽與入門 邢益玲編著 2013-08-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7865 化學實驗: 生活實用版 莊麗貞編著 2013-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7872 化學 徐惠麗等編著 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7889 臺灣民俗與文化 江美玲著 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7896 性別教育 邱紹一, 洪福源編著 2013-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7902 經濟學 陳平編著 2013-09-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2367919 數學 張淑婉等編著 2013-08-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7926 旅遊規劃與設計 余曉玲, 張惠文, 楊明青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7933 餐旅會計學實務 林珍如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7940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林靜頤等編著 2013-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7957 新編基本護理學 曹麗英等編著 2013-08-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367964 電路學精選 嚴考豐, 鄭宗展編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367971 物理性作業環境測定(含甲、乙級技能檢定學科試題)陳淨修著 2013-07-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7988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 學術科試題精析 蘇美綺, 童麗淑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7995 烘焙丙級技能檢定: 學術科試題精析 吳青華,.黃俊儒, 張潔婷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8008 美膚與保健 王素華編著 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8015 快學89S51-C: 新手上路 江戶川編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368022 數控工具機與實習 邱仕堂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8039 旅遊安全與風險管理 胡漢寧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8046 新編基本護理技術 余怡珍等編著 2013-08-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8053 親職教育 魏渭堂編著 2013-09-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8060 博弈遊戲概論 徐舜彥等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8077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實務暨考照指南 李海清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8084 身體檢查與評估 李婉萍等編著 2013-08-00 第五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文京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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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368091 醫護英文用語 徐玉珍等編著 2013-09-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2368107 醫護術語 劉明德等編著 2013-09-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368114 中餐烹調實習 周振文, 李永馨, 林瀠諄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368121 蔬果切雕技法與盤飾 周振文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368138 微積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微積分教學研究會編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8145 化妝品化學 蔡琦等編著 2013-09-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8152 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 技能檢定必勝寶典 陳忠良, 傑克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68169 網路行銷: 趨勢、策略與技能 林蓬榮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8176 全例說Altium Designer: 電腦繪圖 張義和編著 2013-08-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2368183 靚!CPLD全例說 黃國倫工作室編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368190 例說8051 張義和, 陳敵北編著 2013-08-00 五版 其他 1

9789862368206 全民國防教育: 防衛動員 陳慶霖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8213 人體生理學 馬青等編著 2013-09-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8220 健康與生活: 開創樂活幸福人生 張李淑女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8237 統計學: 以Microsoft Excel為例 馬秀蘭, 吳德邦編著 2013-09-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2368244 中興國文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8251 文學與人生 李宜靜, 潘素卿, 薛惠琪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8268 食物學概論 林秀卿, 林彥斌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8282 法律概論 王呈祥等編著; 蘇嘉宏, 吳秀玲主編 2013-09-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8299 化妝品法規 蔡琦編著 2013-09-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368305 會計學 丁翊, 陳信儒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8329 例說89S51-C語言 張義和等編著 2013-09-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2368343 不動產經營管理策略 柯伯煦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2990 臺南縣外籍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專案研究 蕭景祥主持 2005-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634 延世大學資優生的完全韓語學習法 黃培培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34665 圖解實用按摩大全 謝景文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4672 圖解茶經大全 唐譯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1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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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34689 30歲前一定要懂的85個超強人脈術 李巍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4696 史上最強短線交易穩贏操作勝經!: 跟大師學當沖、波段、融資融券交易都賺錢的黃金法則奧利佛.瓦萊士, 葛雷格.卡普拉作; 張丹丹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2901 圖解易經養生大全 唐譯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2918 30歲前一定要懂的95個職場識人術 孫啟台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2932 圖解家庭醫學調理大全 譚小春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2956 最爆笑!白痴作文大特搜: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讓你笑破肚皮的臺灣學生天才作文喀喀阿瑪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2963 圖解論語大全 張超群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2970 道氏理論: 散戶、新手必讀,迅速學會操盤、看股、賺波段的致富勝經陳東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302 會計學歷屆考題詳解. 2013 徐惠慈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6208 枋橋的故事: 穿越時空遇見老枋橋 林秀美文字編撰 2013-07-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3303 新北市郵學會三十周年紀念特刊 鍾火盛主編 2013-09-00 平裝 3

9789868993303 新北市郵學會三十周年紀念特刊 鍾火盛主編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004 穿越生死59天 楊心愷作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照生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枋橋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新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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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1777 體適能與全人健康的理論與實務 Werner W.K. Hoeger, Sharon A. Hoeger著; 李水碧譯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1791 幼兒行為輔導 Darla Ferris Miller著; 楊碧桃, 曹珮珍, 劉夢雲譯 2012-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1814 電力系統: 分析與設計 J. Duncan Glover, Mulukutla S. Sarma, Thomas J.Overbye著; 黃世杰譯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1876 普通化學 Steven S. Zumdahl, Donald J. DeCoste著; 高憲明, 葉玉玲譯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1883 國際財務管理 Jeff Madura著; 李隆生譯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1890 從家庭、學校和社區關係探討: 親職教育 Carol Gestwicki著; 陳昭伶等譯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1906 影像製作 Herbert Zettl著; 廖澺蒼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1913 專業助人工作倫理 Gerald Corey, Marianne Schneider Corey, Patrick Callanan著; 修慧蘭, 林蔚芳, 洪莉竹譯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7995 建構解決之道的會談: 焦點解決短期治療 Peter De Jong, Insoo Kim Berg著; 許維素譯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1692 計量經濟學 Jeffrey M. Wooldridge著; 胥愛琦譯 2013-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1708 能源: 運用及環境 Roger A. Hinrichs, Merlin Kleinbach著; 黃文良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1920 中小企業管理: 創業的觀點 J. William Petty等原著; 李國瑋編譯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1937 策略管理 Gareth R. Jones, Charles W. L. Hill著; 朱文儀, 陳建男譯2013-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1968 大地工程原理 Braja M. Das, Khaled Sobhan著; 黃安斌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1975 基礎有機化學 John E. McMurry原著; 汪文忠編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1982 高等營養與代謝 Sareen S. Gropper, Jack L. Smith, James L. Groff原著; 蕭寧馨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1999 諮商與心理治療 Richard S. Sharf著; 馬長齡等譯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020 商用微積分: 觀念與應用 Soo T. Tan原著; 馬淑瑩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037 家庭社會工作 Donald Collins, Catheleen Jordan, Heather Coleman原著; 魏希聖譯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044 統計學 David R. Anderson等原著; 陳可杰, 黃聯海, 李婉怡譯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40051 普通化學 Darrell D. Ebbing, Steven D. Gammon著; 高憲明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068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Earl Babbie著 ; 林秀雲譯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075 基本電學 Allan H. Robbins, Wilhelm C. Miller著; 林愷, 李俊良編譯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082 MATLAB程式設計入門: 在工程上的應用 Stephen J. Chapman原著; 謝慶雄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099 分析化學: 古典分析 F. James Holler, Stanley R. Crouch著; 方嘉德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112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Allen Rubin, Earl Babbie原著; 趙碧華, 朱美珍, 鍾道詮譯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129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Jose B. Ashford, Craig W. LeCroy著; 張宏哲等譯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40136 行為科學統計學 Robert R. Pagano著; 趙碧華, 潘中道, 郭俊賢譯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40143 研究方法: 基礎理論與技巧 Earl R. Babbie著; 蔡毓智譯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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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40150 團體諮商: 策略與技巧 Robert L. Masson等著; 程小蘋等譯 2013-09-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5840167 微積分 Ron Larson, Bruce Edwards原著; 張海潮, 林延輯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198 計算機概論: 漫步雲端. 2014 Gary B. Shelly, Misty E. Vermaat著; 陳玄玲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7834 普通化學 Steven S. Zumdahl, Donald J. DeCoste原著; 高憲明, 葉玉玲譯2010-07-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278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著; 倩玲譯 2013-07-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1900285 理性與感性 珍.奧斯汀著; 楊淑智譯 2013-08-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1900292 信心走路: 記錄一個美麗的生命 史特琳費洛文; 張琰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503 上池之水: 漢醫的祕密 郭育誠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8815 新生醫專「應用英、日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吳玲慧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808 新生醫專應用英語科「跨文化交流與E化時代英語文教學與學習」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吳玲慧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1735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 鄭秀月, 沈孟祥執行編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竹高中十三屆同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生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母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3

遊目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當代漢醫苑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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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308828 回眸竹中五十載 何堯軒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3401 竹溪墨游集. 第5輯 張秋男等編輯 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30938 先天三寶的真義 汪慈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023 夏艷: 新竹市美術協會會員美展專輯. 2013 江雨桐總編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7713 新竹市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13第十屆 黃瑜月, 陳學義總編輯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0816 湖畔畫會畫輯. 2010 徐郁水等編輯 201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57798 情境卡心靈占卜 謝幸儒作 2012-12-00 1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成

送存冊數共計：2

竹市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湖畔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竹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竹溪翰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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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857804 慈悲地藏寶懺(國語注音) 2012-12-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7857811 建築風水的幸福樂章: 風水然居 胡肇台等編著 2013-01-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57835 六十四卦方便本 賴棟爐作 2013-01-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57859 文昌帝君丹桂籍(國語注音) 2013-06-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7866 慈悲靈感觀音寶懺(國語注音) 2013-07-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7857873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國語注音)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57880 六十四卦(子月-亥月)專用本 賴棟爐作 2013-07-00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857897 陽宅風水指南. 2014年 胡肇台編著 2013-09-00 1版 平裝 1

9789577857903 新天開易文 田開文著 2013-09-00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4451 內田悟的蔬菜教室: 當季蔬菜料理完全指南(秋冬保存版)內田悟作; 何姵儀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4468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杉作作; 涂愫芸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24482 卓別林的最後一支舞 法比歐.史塔西(Fabio Stassi)作; 陳澄和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4499 萬步計 萬城目學作; 涂愫芸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000 我是馬拉拉 馬拉拉.優薩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 克莉絲汀娜.拉姆(Christina Lamb)作; 翁雅如, 朱浩一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017 法蘭琪的愛情剪貼簿 卡洛琳.普瑞斯頓(Caroline Preston)作; 林靜華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024 發掘你的天賦,活出自己 希瑟.麥克艾利斯特(Heather McAllister)作; 劉怡女譯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67498 懶人健康法 蓮村誠著; 胡慧文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504 為什麼,我都睡不好?: 掌握體質,對症入眠,讓你一覺到天明!蓮村誠著; 胡慧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511 我愛綠建築: 健康又環保的生活空間新主張 林憲德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7528 減法健康術: 減毒.減廢.減費 陳修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559 吃出健康, 從此國色天香 岡部賢二著; 林雅惠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566 荷蘭綠生活 郭書瑄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新自然主義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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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5721 竹縣美協40: 新竹縣美術協會四十週年會員聯展專輯. 2011張學榵總編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91831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圖; 孔繁璐譯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391954 神奇魔幻的民間傳說 安.雪爾比(Anne Shelby)著; 吳佩蓁圖; 孔繁璐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3155 The soul made phone calls Amy Kuei-Mei Yang作 2013-09-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80867 佛教的人生觀 月溪法師著 2013-09-00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574880874 死亡與轉生: 中陰身的秘密和轉世之道 羅德喇嘛著; 林慧卿翻譯 2013-09-00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574880911 梅花詭社 風雨如書著 2013-10-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832 宇宙人生聖道法門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冊數共計：3

圓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店華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奧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竹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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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398086 出土文獻文字與語法研讀論文集 陳廖安, 楊如雪, 黃麗娟合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123 殷墟YH127坑賓組甲骨新研 張惟捷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147 文學與生命的交響樂章 閱讀書寫課程教材編寫團隊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161 漢譯<>三種譯本比對暨研究(全彩版) 果濱撰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178 詩經纂箋 蔡宗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185 契合集 林宏明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192 捲籟軒師友集 黃笑園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208 現代修辭學 張春榮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222 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專題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253 《楞嚴經》聖賢錄(合訂本) 果濱編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2453 Vicky&Pinky歐洲光之旅 江心靜, 林存青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1516 纖纖小手讓你握著 童同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15608 偶像明星選拔賽 Orange-toon文.圖; 林建豪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4236 變成烏龜的孩子 權泰文著; 趙丙根繪; 甄珠莉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9807 Honey honey (starter) student book. A Vivian 2013-05-00 1st ed.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

誠品世紀教育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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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859814 Sunny kids student book Allen 2012-08-00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8859821 Sunny kids student book Allen 2012-08-00 1st ed. 其他 第3冊 1

9789868859838 Sunny kids student book Allen 2012-08-00 1st ed. 其他 第5冊 1

9789868859890 Sunny kids student book Allen[作] 2013-04-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8949805 Sunny kids student book Allen[作] 2013-04-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8949812 Sunny kids student book Allen[作] 2013-04-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8949829 Sunny kids workbook Allen[作] 2013-06-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49836 Sunny kids workbook Allen[作] 2013-06-00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49843 Sunny kids workbook Allen[作] 2013-06-00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43170 刑法總則: 概念與案例分析 余宇編著 2010-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3392 民法(物權): 金鑰 李致斐編著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3408 民法物權 堯書辰編著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3407 讓國家賺錢給你: 全民均富的鑰匙 林瑞義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3173 古文編選 福智教育園區編輯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3210 菩提道次第廣論新版手抄稿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93227 菩提道次第廣論新版手抄稿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2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思惟人文空間

送存冊數共計：3

誠炫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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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054 水墨。新思維: 傳統雅集的當代詮釋 林昀範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7731 Freediving. level 2 Doug McNeese[主編]; 潘應輯中文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67073 臺語俗諺的婚戀觀 黃士嘉編著 2012-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8643 刊登吧!Journal倒數的黃金十二週 Wendy Laura Belcher著; 謝俊義, 高立學, 林宜美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8643 刊登吧!Journal倒數的黃金十二週 Wendy Laura Belcher著; 謝俊義, 高立學, 林宜美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2

9789862269060 超高層建築物施工中之消防安全管理 劉永洀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66175 行銷管理: 實戰指南與本土案例 戴國良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66311 低碳金融與環境保護投融資之研究 李陳國著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299 管理學: 理論與實務 羅凱揚, 施進忠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69442 國家發展綠色經濟賽局理論分析 李陳國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2

9789862269466 門市服務乙級學術科檢定勝典(含歷屆試題) 謝廷豪等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497 臺電中油歷屆試題解析. 96-101: 電機類 余宏等編著 2013-07-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269558 (高普特考技師)計算機概論 劉逸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69596 反應工程學 林隆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69640 國文(初考五等)歷屆試題精解 李華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664 (高普特考技師): 水處理工程. 上, 給水 張晉, 劉力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671 (高普特考技師): 水處理工程. 下, 污水 張晉, 劉力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695 單元操作 林隆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69701 心理與教育測驗 高明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269718 公民(初考五等)歷屆試題精解 武海輔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725 縱橫經濟學之總體經濟學 王喆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69527 流體力學觀念剖析 李祥編著 2013-07-00 十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茂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思路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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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269749 領隊導遊實務. (一)(二) 劉仁民, 王宗彥, 楊朋振合編 2013-08-00 九版 其他 1

9789862269787 觀光資源概論 劉仁民, 王宗彥, 楊朋振合編 2013-08-00 九版 其他 1

9789862269794 防火管理 陳弘毅, 江龍昇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269831 領隊導遊考照完全攻略 劉仁民, 王宗彥, 楊朋振合編 2013-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269879 線性代數考題精解. 103(102年) 林立宇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69886 離散數學考題精解. 103(102年) 林立宇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69893 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連動 蔡明彥主編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0749 耿晧剛 許嘉主編 2013-08-00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608 公務人員考試 國文必備寶典 楊珮君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4691 我的心,我的眼,看見臺灣: 齊柏林空拍20年的堅持與深情齊柏林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707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5, 前進巴黎!莉子.美食.救贖松岡圭祐著; 李漢庭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714 決戰王妃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賴婷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721 那記憶中如神話般的時光: 安野光雅水彩自繪人生安野光雅著; 周姚萍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738 與自己停戰的26個練習: 當我們全然與當下的感受共處,就能回到心中那一方平靜的所在塔拉.布萊克著; 吳俊宏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745 人生就像煮開水,沸騰前的累積才重要 朴慶哲著; 徐若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752 我們不要忘記今天 申京淑著; 邱敏瑤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769 人間條件. 5, 男性本是漂泊心情 吳念真編劇.導演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1334776 被遺忘的教養法: 3000個孩子的爸爸,讓每個都成材的信任教養林至信, 張文輝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783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6, 萬能詐欺師的戰帖 松岡圭祐著; 李漢庭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4

群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9

新苑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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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334790 漫畫東方聖經: 佛陀開示,蔡志忠白話佛教入門經典蔡志忠圖.文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9011 紫府慧元經 玅濟編著 2013-07-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68471 韓國超人氣繪圖法,四步驟簡單畫插畫! 津敏慧, 朴香美著; 馮筱芹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594 CompTIA A+ 220-801/220-802專業認證手冊 Quentin Docter, Emmett Dulaney, Toby Skandier著; 陳乃塘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600 CI(Continuous integration)關鍵技術: 使用Jenkins 邱炫儒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679 資訊概論. 2013 淡江大學資訊概論教學團隊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68686 MATLAB程式設計. 進階篇 張智星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709 Alias設計新視界 鄭宏仁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8716 8051入門: 組合語言輕鬆學 楊明豐著 2013-10-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2768730 Word論文與報告寫作實務 王仲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778 Kinect體感程式設計入門與應用 王森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785 Excel 2013嚴選教材! 楊世瑩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8792 Excel 2013統計分析實務: 市場調查與資料分析 楊世瑩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8808 精通Android程式介面設計: 打造最佳使用者體驗的App孫宏明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8860 一機一鏡闖天下: 想要拍出漂亮的旅遊照片,看這本就夠了!阿奇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891 快快樂樂學Excel 2013: 善用資料圖表、函數巨集的精算達人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8907 超簡單!3D產品設計速繪美學 邱聰倚, 姚家琦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8914 Adobe Illustrator美學視野 Sharon Milne著; 張雅芳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938 Make: Electronics圖解電子實驗專題製作 江雅鈴文字編輯; 莊啟晃, 黃藤毅, 莊雯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945 深入淺出HTML&CSS 詹祐甯文字編輯; 莊惠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952 Bad Data技術手冊 Q.Ethan McCallum著; 吳曜撰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969 Hyper-V 3.X虛擬化技術企業現場實戰 Leandro Carvalho著; 胡為君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976 單晶片能力認證學術科: 實用級 趙芊逸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2

道家法淨山太清修善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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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768990 提升程式設計的解題思考力: 國際演算法程式設計競賽訓練指南劉汝佳, 陳鋒著; H&C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003 學習資料庫的13堂課: 使用SQL Serve 鄒茂揚, 田洪川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010 電腦故障排除與測試調校自己來. 2013.2014 硬角色工作室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034 資訊實務與技能 孫瑞陽等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769041 Adobe Photoshop美學視野 Ibarionex Pere著; 張雅芳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065 新htc ONE玩全攻略 3C布政司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072 Access 2013嚴選教材!: 資料庫建立.管理.應用 楊世瑩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096 Photoshop影像去背合成人氣美學 江玟樺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102 Arduino互動設計入門與應用(零基礎快速上手指南)程晨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133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微創POS系統) 楊潔芝, 楊麗文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140 跟我學PowerPoint 2013 江高舉, 郭姮劭, 劉緻儀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157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專題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171 嵌入式Android系統 Karim Yaghmour著; 楊仁和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188 Visual C++ 2012教學手冊 Ivor Horton著; 蔡明志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195 Linux企業現場應用系統: 網路管理x訊息管理x私有雲建置x協同作業平臺珊迪小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201 超簡單!影像精修設計美學: 用GIMP就可以輕鬆完成你的設計夢想!張仁川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218 第一次學Android就上手: 從新手入門到專題製作上架鄭一鴻, 張立群著 2013-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769232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 林文恭研究室著 2013-08-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769249 駕馭大數據: 從海量資料中挖掘無限商機 黃海, 車皓陽, 王悅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256 跨裝置網頁設計: HTML 5、CSS 3、JavaScript、jQuery Mobile快速建立電腦&行動網站陳惠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263 PowerPoint 2013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287 跟我學Office 2013: 盡情體驗Office雲端應用 郭姮劭, 江高舉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294 SketchUp全方位3D建模實作 楊比比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300 C++全方位學習 古頤榛作 2013-10-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769317 跟我學CorelDRAW X6向量彩繪創意 劉緻儀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324 Arduino自造指南: 從65個專案玩透Arduino John Boxall著; 曾繁勛, 陳麒元, 趙涵捷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331 透視數位攝影技巧: 業界老師傅的祕傳攝影術 Scott Kelby著; 若揚其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348 跟我學Access 2013 江高舉, 劉緻儀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355 跟我學Excel 2013 劉緻儀, 江高舉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362 TQC+影像處理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Photoshop CS6曾慶中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379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王惠玲, 許文昌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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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769393 Canon EOS 6D玩全攻略 葉十三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409 透視C語言指標: 深度探索記憶體管理核心技術 Richard Reese著; 莊弘祥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423 Joomla!素人架站計畫Power Pack 李順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454 AutoCAD 2014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邱聰倚, 姚家琦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478 TQC+ AutoCAD 2014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485 TQC+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Illustrator CS6鄭怡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492 Office 365實戰技: 雲端服務、活用Office、協同作業王仲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508 iOS 7程式設計實戰: 171個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 朱克剛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515 用Visual Basic您也能開發Android App 陳會安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539 實戰Exchange Server 2013企業現場: 安裝管理x資安防護x企業控管梁銘鼎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546 設計最前線!: 視覺創意設計即戰技 黃龍文, 張少鶴, 李建杭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553 設計最前線: 跨平臺數位設計即戰技 黃龍文, 張少鶴, 李建杭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560 3ds Max 2014超強3D設計與絕佳動畫表現 黃義淳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577 精通Windows 8 Apps程式設計: 使用C# and XAMLJeremy Likness著; 蔡明志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584 Google雲端服務活用術 孫維康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69591 一觸即發: Windows 8.1玩全手冊 孫維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645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術科. 2013 林文恭研究室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669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零基礎入門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676 Joomla!素人架站計畫Power Pack 李順能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683 AutoCAD 2013國際能力指標考核教材 李欣郿, 楊娃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007 跟我學Access 2013 劉緻儀, 江高舉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014 跟我學PowerPoint 2013 江高舉, 郭姮劭, 劉緻儀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076 Office 2013實戰技: 為上班族、公務機關寫的範例書王仲麒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083 Excel 2013商業智慧分析: 資料處理x樞紐分析xBig data分析工具PowerPivot及PowerView王仲麒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168 Word論文與報告寫作實務 王仲麒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175 Office 2013提昇企業效率達人實戰技 王仲麒, 王作桓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205 Office 365實戰技: 雲端服務、活用Office、協同作業王仲麒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212 跨裝置網頁設計: HTML 5、CSS 3、JavaScript、jQuery Mobile快速建立電腦與行動網路陳惠貞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236 Visual C# 2012程式設計經典 曹祖聖, 蔡文龍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243 第一次學Android就上手: 從新手入門到專題製作上架鄭一鴻, 張立群作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3470250 Kinect體感程式設計入門與應用 王森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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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6513 腦筋急轉彎集 吳重文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3

9789868886513 腦筋急轉彎集 吳重文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6147 這樣想你會沒有煩惱 慧廣法師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6154 從假我到真我 慧廣法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6154 從假我到真我 慧廣法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68383 教學觀摩暨教育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101學年度 王秋燕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3304 我的學密歷程 釋成觀法師撰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1716 喜舞千枝: 石君西雙版納寫生藝術展 邵仙韻, 余思瑩執行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詩晨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葳森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經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逍遙園譯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3

萬啟化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解脫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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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1165 占卜再思維: 象者像也 林吉閩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600 鵝媽媽出嫁 楊逵著; 魏婉茹, 陳思安繪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2009 整形醫生應該告訴你的事: 楊菘宇醫師25年專業心得楊菘宇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109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林敬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116 租稅申報實務 王建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0813 記憶中的氣味. 第四屆: 香的味道 甘炤文等撰文 2013-11-00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7322 紛沓 鄭婉妮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617322 紛沓 鄭婉妮著 2013-08-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

奧普特影像視覺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普拉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港香藝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逵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菘宇整形外科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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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7016 傳統文化的經營縱橫談 林國雄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023 家庭生活的八卦因果鏈條 林國雄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2920 能源與永續環境: 臺灣小學永續環境教材 古建國, 陳錦雪主編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93263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陸拾壹號 PCuSER研究室著等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017 Linux進化特區: Ubuntu 13.04從入門到精通 翁卓立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94024 拼創意!Photoshop X Illustrator混搭好設計 scrap-graphic著; 吳嘉芳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94031 Totalpost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陸拾玖號 PCuSER特約作者群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048 達人認證!Android全面補給必選下載APP 300+ 沈政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079 10天做好App: Corona SDK超直覺遊戲開發攻略!跨平台、低成本、超快完成魏巍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086 HTC Sense5百變玩法大揭密: 你不知道的最新功能完全活用KisPlay, Candice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1179 方向: 在對的跑道上才能做出對的選擇 孔鵬飛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901186 好父母必須聽懂孩子心裡的85句話: 了解孩子跟你不一樣的想法車志勝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901193 引爆你大腦的創新思維(圖解版) 吳正豪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967908 讓孩子的學習由被動變主動 潘凌傑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967915 好父母必須培養孩子的50個好習慣 車志勝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967922 年輕時的巴菲特跟你有什麼不一樣 趙玨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967939 創生記: 我愛你,因為我創造了你 徐哩嚕作 2013-10-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新意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群創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電腦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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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67946 年輕時的索羅斯跟你有什麼不一樣 趙玨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967953 超級記憶術 吳正豪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967960 工作簡化術 吳正豪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8967977 讓孩子快樂的學習與成長 夏飛浪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1855 臺灣教育世紀回顧: 民國時期 騰邑文化編輯部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31862 武林世家傳奇之碧落山莊 安吉兒作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31879 別被假神鬼呼嚨了! 如實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31886 紅心方塊: 春之CDEF調 戎武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31893 神準如神在: 塔羅心靈療癒 鄭耀宗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9409 踩花箋 張蓉蓓著 2013-1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09416 清淨。美好。童年 楊景如, 楊景勝, 楊景嵐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9423 靈魂祕笈: 認識命運藍圖看懂人生說明書 玫瑰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9430 妮妮奇遇記: 金色鳥籠與粉紅貓 猴子貓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4465 建築.歷史.文化: 漢寶德論傳統建築 漢寶德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472 情慾舞臺: 西洋戲劇情慾主題精選集 呂健忠譯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489 俠客行: 傳統文化中的任俠思想 林保淳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15107 大東京途中下車: 沿著鐵道,東日本大旅行 愛莉西亞著 2009-10-00 1版2刷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9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電腦家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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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046 通往幸福的8堂課: 與火旺老師對話 林火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9053 通往自由的7堂課 林火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6219 原始人歷險記 溫武男作 2013-07-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3737 人類史前星戰之羿射九日 微塵小星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923737 人類史前星戰之羿射九日 微塵小星作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8202 通訊網路 丁致良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8233 電子商務程式設計 丁致良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8264 量子力學 丁致良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572928042 占星學量子 丁致良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033 歷代張天師傳 張源先編撰; 張懿鳳續撰 2013-09-00 二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4

六十五代天師張懿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1

微塵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秀才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4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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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5100 過往雲煙: 林鵬先生回憶錄 林鵬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5889 身體政治: 解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葛紅兵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5896 有敵鐵金剛: 甜蜜爸爸日記 黃正一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5919 敦煌能量舞: 元炁 諶瓊華著 2013-11-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15926 遠見有多遠: 劉伯溫如是說 葉燕鈞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5940 你看對病了嗎?名醫院長的醫療正道 張克鎮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3981 張尚德教授在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演講錄 張尚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30126 分析命詞與綜合命詞 張尚德著 2009-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3640 醜顏嫡女 顧小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63657 醜顏嫡女 顧小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63664 醜顏嫡女 顧小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63671 醜顏嫡女 顧小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63688 醜顏嫡女 顧小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63695 醜顏嫡女 顧小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163701 寒門王妃 李箏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63718 寒門王妃 李箏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63725 寒門王妃 李箏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63732 寒門王妃 李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63749 寒門王妃 李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63756 寒門王妃 李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163763 讀懂老子並不難 張默生注釋 2013-08-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3794 黑豆神奇效果 盛大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

達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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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63800 讀書的藝術 林語堂著 2013-09-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3817 人生就像一首詩 林語堂著 2013-09-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3824 女人的曖昧也精彩 陳非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3831 會撒嬌的女人最好命 隋曉明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3848 謀殺名單 范達因(S.S.Van Dine)著; 夜暗黑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3855 吸血鬼之吻 布萊姆.斯托克著; 夜暗黑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3862 猶太人大智慧 馬飛著 2013-09-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3879 壽險高手 紋石著 2013-09-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3886 騙妃 夜初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63893 騙妃 夜初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63909 騙妃 夜初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63916 騙妃 夜初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63923 苦瓜的妙用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3930 女人的曖昧也期待 陳非子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3947 會撒嬌的女人最幸福 隋曉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3954 不可思議的洋蔥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3961 寄小讀者 冰心著 2013-09-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3978 肝臟病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3985 糖尿病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3992 猶太人生意經 張棟哲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005 猶太人幽默哲學 葉子華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012 高血壓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029 腸胃病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036 世界最強的銷售員 白明亮, 楊少奇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043 腎臟病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050 狂帝 隨風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64142 狂帝 隨風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863164067 狂帝 隨風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64074 狂帝 隨風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64081 狂帝 隨風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64098 狂帝 隨風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卷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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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64104 狂帝 隨風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164111 狂帝 隨風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3164128 狂帝 隨風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3164135 狂帝 隨風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863164159 新觀念姓名學 李然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166 測字的故事 袁聖俞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173 乳酸菌可防癌 石田仁男著 2013-10-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4180 大蒜好處多多 龍德水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197 談判高手 馬梁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203 媚色逃妃 雪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64210 媚色逃妃 雪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64227 媚色逃妃 雪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64234 媚色逃妃 雪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64241 媚色逃妃 雪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64258 宋朝那些人 景點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265 唐朝那些人 景點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272 媚色逃妃. 番外篇 雪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64289 媚色逃妃. 番外篇 雪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64296 媚色逃妃. 番外篇 雪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64302 媚色逃妃. 番外篇 雪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64326 曹操用人術 劉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333 機智才子紀曉嵐 劉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340 不可思議的靈芝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357 生命的力量: 鋅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364 吃的科學與健康 胡會林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371 紀曉嵐別傳 老麥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388 猶太人智慧處方 石川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395 蕃茄的妙用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401 人參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418 蜂蜜的妙用 敏濤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432 正向思考 纹石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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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64449 習慣操縱你的一生 雅瑟, 張燕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456 紀曉嵐的魅力 劉俠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470 劉羅鍋的傳奇 劉俠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487 神奇的鈣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517 慕容歌傳奇 舒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64524 慕容歌傳奇 舒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64531 慕容歌傳奇 舒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64548 慕容歌傳奇 舒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64647 黑色主教殺人事件 范達因(S. S. Van Dine)著; 夜暗黑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5599 社工員的故事: 傾聽助人工作者的心聲 Craig Winston LeCroy著; 李晏甄, 林立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25735 金融狂熱簡史 約翰.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著; 許雅淑, 李宗義譯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742 移動 彼得.艾迪(Peter Adey)作; 徐苔玲, 王志弘譯 2013-09-00 1版 平裝 1

9789866525773 再脈絡: 臺灣當代女性小說研究 劉乃慈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1958 證券交易法關鍵選擇 辰茗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1972 刑事訴訟法關鍵選擇 文康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1996 讀寫學中文 蔡蓉芝等合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52009 測驗式六法: 刑事法 自由人, 學稔編輯團隊編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016 英文領隊導遊 陳慕唐編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023 領隊導遊實務. 一 游勇訓編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030 不動產經紀人歷屆試題解析 棨澂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2047 憲法概論: 日本政治與人權 許慶雄作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054 圖解知識六法: 政府採購法 蕭華強編著 2013-07-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2061 法治的傳承與永續: 翁岳生教授公法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黃昭元主編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5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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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952078 考前特蒐: 律師司法特考一、二試關鍵解析. 2013學稔編輯團隊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092 民事訴訟法概要題型破解 尚勤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108 票據法題型破解 米奇編著 2013-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2122 海洋文學讀本 柳秀英等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139 勞資聖經: 經典勞動六法 臺灣勞動法學會編 2013-08-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2146 消費者保護法專題研究. 一, 遠距交易之探討 李淑如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153 商事法案例式: 公司法編/票據法編 陳國義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160 民法總則案例式 陳國義作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177 金融法案例式 陳國義作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184 職業安全衛生教戰手冊 蕭森玉等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191 民法物權 鄭冠宇著 2013-08-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2952207 外國學生漢語語音學習對策 朱川主編 2013-10-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214 雲山光影: 生命閱讀與書寫 王鳳珠等編撰; 林素玟主編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221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2013-09-00 三十版 平裝 1

9789862952238 WTO法律與政策專題研究 洪德欽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245 大學文選 徐志平等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252 華語教學新手指南: 實境點評 宋如瑜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269 AP中文5C教學: 理論、策略與實務 李秀芬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276 案例憲法導讀 李麒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283 刑法分則新論 盧映潔著 2013-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2290 綜合法典 黃昭元等編 2013-09-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2306 朗讀的技巧與指導 耿志堅著 2013-09-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2952313 物權法爭點整理 唐浩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320 新學林分科六法: 民法 陳忠五主編 2013-09-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337 華人社會與文化. 文化思想篇 劉國平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344 交響: 作者與讀者的生命對話 李秀華主編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351 英美法律與社會 高玉泉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368 新學林分科六法: 土地法規 陳立夫編著 2013-09-00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2375 讀寫生命映象 朱榮智等編著 2013-09-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382 究音真經: 臺灣閩南語字音字形比賽祕笈 盧廣誠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399 民法總則 黃陽壽作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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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952405 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政策與法制 許福生等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412 土地徵收導論 陳明燦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429 商業會計法 戴銘昇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436 土地利用計畫法導論: 法條釋義與實例研習 陳明燦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443 實用證券交易法 王志誠等合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2467 歷代文學選讀 林文華等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474 現代金融法 王志誠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498 行政學大意: 主題式全面解析題庫 利澤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504 土地法大意: 主題式全面解析題庫 力晟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511 土地行政大意: 主題式全面解析題庫 懋元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528 打開文學的門窗. 上卷: 歲月身世 王靖婷等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535 英文: 加強型全面解析題庫 理查.派克(Richard Parker)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542 公民: 主題式全面解析題庫 易虹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559 國文: 主題式全面解析題庫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566 明清短篇小說選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573 升學就業文書寫作 黃翠芬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580 智慧財產權法 楊智傑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597 圖解知識六法: 票據法 徐立信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627 華語文教學之漢語語言學概論 舒兆民, 林金錫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634 語文應用與文學鑑賞 林俞佑等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665 民事法之思想啟蒙與立論薪傳: 孫森焱前大法官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民法研究基金會編 2013-11-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2672 刑事訴訟法概要題型破解 林肯編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2702 行政程序法實用 蔡茂寅等作 2013-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2726 民總、債總關鍵選擇 殷越, 宋世傑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331 靜思語(中英泰西典藏版) 釋證嚴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52348 靜思語(英中法韓典藏版) 釋證嚴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52355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三年 . 秋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5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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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52362 靜思花道: 慈大附中附設國小部教材 釋德普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2379 香積食堂: 靜思資糧創意料理 慈濟香積志工團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207 平凡不平凡 黃惠珠等作; 陳玫君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89214 不童凡想 蕭耀華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5205 新營太子宮志 許献平, 吳建昇主撰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832 做對6件事,打造高績效企業!: 老闆、主管、部屬必備的72訣顏長川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5965 消失的魔法 大衛.麥基(David Mckee)文.圖; 宋珮翻譯 2013-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972 小象能做的事 伊芙.邦婷作; 薩吉歐.盧希爾繪; 劉清彥翻譯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989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約拿書註釋 吳獻章著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996 豬的種子 佐佐木Maki作.繪; 米雅翻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5809003 好小好小的聖誕禮物 彼得.雷諾茲(Peter H. Reyonlds)文.圖; 宋珮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010 兒童敞開小組 金聖坤著; 林惠善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809027 兒童敞開小組 金聖坤著; 林惠善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809041 一直打嗝的斑馬 大衛.麥基(David Mckee)文.圖; 劉清彥翻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4

新營太子宮太子爺廟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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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5319 認識校園動物: 慈濟技術學院校園動物導覽 卓麗貞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5326 校園生物多樣性: 慈濟技術學院校園動植物導覽卓麗貞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44870 快樂動物村 有稚亦童作; 賴慧卿繪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4917 大獅子的糖果廠 燕子飛作; 曉君繪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4924 向科學家挖寶 陳巧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4948 為孩子開「醫」道門 陳麗虹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44955 吃素的大野狼 游文璇作; 李昱町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1783 尚書覈詁考證 邱德修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1790 焦氏易林解譯 焦延壽原著; 徐芹庭, 徐耀環註譯 2013-08-00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7811806 焦氏易林解譯 焦延壽原著; 徐芹庭, 徐耀環註譯 2013-08-00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811813 細說金剛經 徐燿環新編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1820 細說金剛經 徐燿環新編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1844 世界易經大會論文集. 2013 陳芸伯主編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1851 馮友蘭眼中的曾國藩與洪秀全 李黃昌岳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1486 易經玄空學 徐燿環編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63193 Jack & the beanstalk Fish Wang 2011-07-00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慈濟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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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533 無語良師. 97, 大體解剖教學 張純樸, 李彩琴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995 雙人幸福伸展操 Lulu, 黃仲崑作 2013-05-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8945029 芭蕾快瘦伸展操 吳英珠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45036 我要到韓國學韓語,看這本就GO! 愛西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3409 高麗大學韓國語 高麗大學韓國語文化教育中心編著; 朴炳善, 陳慶智翻譯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953454 隨觀記 涂美珠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461 新日檢N5聽解30天速成! こんどうともこ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478 愛上韓語閱讀: 讀韓國歷史、文化學韓語 裴英姬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485 商務英語寫作王 Nick Stirk著; 王青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492 韓語萬花筒 繽紛外語編輯小組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953508 商務英語口語王 Carol Rueckert著; 王淼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522 商務英語職場王 Amanda Crandell Ju著; 巨小衛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539 跟著聽、照著說: 初學者超簡單韓國語 鄭惠賢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546 從零開始,跟著聽、照著說: 你也會的生活日語! こんどうともこ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553 50音帶著背!: 最佳日語入門教材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2013-11-00 修訂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1

達觀

送存冊數共計：1

瑞麗美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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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58206 客氣什麼?人生隨時可以砍掉重練! 花火蝶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213 幽默力量大: 無往不利的談笑自如說話術 焦玉英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1593 歌頌阿里山 榮春秋作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8104 孽子魂與詩侶 榮春秋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4508 臺美專利法研究精選 臺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8506 劉永仁: 呼吸.取境 吳逸萱執行編輯; 張至維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3604 土木類國家考試(97~101)系統題庫. (二), RC、鋼構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611 土木類國家考試(97~101)系統題庫. (四), 施工、營管、測量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628 土木類國家考試(97~101)系統題庫. (三), 土力、基礎、地質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635 土木類國家考試(97-101)系統題庫. (一), 材力、結構實力土木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642 土木所升學考試: 結構學<> 林冠丞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輔大書坊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夢十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一印刷影印行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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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221613 臺灣在民國. 1945-1949: 以大陸期刊、雜誌報導所做的研究許毓良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123 旗麗時代: 她們的故事 汪玨等撰文; 羅麥瑞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1583 頂尖設計名家系列展覽專刊: 輔仁大學在臺復校五十周年校慶系列活動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6221828 金工名家創作系列展展覽專刊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9508 探訪大里杙 阮德楊故事編撰; 莊水南文字編輯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304 仁德社區民俗文化節慶訪談紀錄傳承 王木竹等編輯 2013-10-00 其他 2

9789869001304 仁德社區民俗文化節慶訪談紀錄傳承 王木竹等編輯 2013-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6617 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郭俊沛等研究撰稿 2013-05-00 其他 2

9789860367881 臺中市歷史建築「豐原頂街派出所」調查研究 郭俊沛計畫主持 2013-05-00 平裝 2

9789860376715 臺中市歷史建築「原東勢公學校宿舍」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閻亞寧主持 2013-08-00 第一版 其他 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大新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仁德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中華服飾文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藝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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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4254 臺中市當代藝術家聯展專輯. 102 葉樹姍總編輯 2013-08-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101 曉園生態解說系列: 校園植物圖鑑. I 謝麗惠, 曾秀菊編輯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8764125 曉園生態解說系列. 動物篇 謝麗惠, 曾秀菊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117 普賢行願品 (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2013-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8930124 論語講要 李炳南講述; 徐醒民敬記 2013-03-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8930148 黃帝內經選講 李炳南著述;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930148 黃帝內經選講 李炳南著述;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930155 千家詩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930155 千家詩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930162 飭終須知 世了法師編述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7900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13 潘雨青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6909 臺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12屆 劉玉珍主編 2011-07-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中市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美術沙龍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2

曉明女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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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746916 臺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13屆 方鎮洋主編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8746923 臺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14屆 方鎮洋主編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201 牛路巷 林榮芳, 廖學鈴著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903 翰墨書香交流同馨: 臺中市書法學會癸巳年會員展暨濟南市書法家協會交流展陳俊池執行編輯 2013-08-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2715 中部地區慶祝第五十一屆集郵節大會特刊 呂朝成編著 2013-08-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903 「大墩園」農產料理經典美饌競賽食譜 林秀娥執行編輯 2013-09-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808 臺中銀行六十週年紀念特刊 魏鴻詳等編輯 2013-08-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3

臺中銀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了凡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中地區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五光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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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408159 高僧行誼 陳秀慧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8842 彰化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10 邱錦卿總編輯 2010-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515 金色島嶼之歌 胡長松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91830 彰藝雅集: 彰化縣藝術家學會專集 黃育珍總編輯 2010-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013 建國百年彰化影展攝影年鑑. 2011 高文泰總編輯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8500020 彰化影展攝影年鑑. 2012 高文杰總編輯 2012-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6226 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史與眷村故事 范碩銘, 廖岳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中正國中第13屆管樂團家長會後援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藝術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文戰線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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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4178285 永遠的進行曲: 第13號樂章: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第13屆管樂少年天團特輯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第13屆管樂團家長會後援會編輯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3298 建中文選. 100年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4604 建中文選. 101年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4611 建中文選. 一0二年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23281 建中文選. 99年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6600 山林自有不朽業 為學莫負東山行: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四十週年紀念特刊林榮澤主編 2011-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4714 空調系統性能確認(Cx)及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王偉棟等執行編輯 2013-06-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5605 客話風情: 松山社大个客家情 張淑玲著 2010-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1227 十年鑄劍: 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創校10週年系列: 南港美學論壇. 第三屆曹錫智主編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651227 十年鑄劍: 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創校10週年系列: 南港美學論壇. 第三屆曹錫智主編 2013-09-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南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松山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建國高中國文科教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東山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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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6789 小資女的青春不敗美容食譜 李寧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864 成功人士都愛玩的EQ測驗遊戲: 你知道嗎?80%的成功機率在EQ!畢慕科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871 開運招財的居家風水聖經 崔江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888 居家時尚拼布DIY 生活坊工作室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895 愛貓人一定要懂的養貓必知生活筆記 彭永鶴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918 小空間超極致運用術 首爾文化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925 手作迷一定要學的30款超人氣飾物 生活坊工作室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956 90道清爽消暑的果汁冰品DIY 國明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970 健康懷孕完全照護百科: 高齡準媽咪的幸福時刻熊津編輯部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6994 媽媽送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DIY縫製愛的衣服、玩具、生活用品朴貴善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007 史上最準的60道心理測驗: 一語道破你的性格和優缺點櫻美月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014 美味滿點的90道甜蜜餅乾、蛋糕、麵包 美食坊工作室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021 超神準!36道深度童話性格心理測驗: 反映出你最深層的情感和觀念亞門虹彥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038 保胃力: 透過食療、運動和調理,讓你找出遠離腹痛的關鍵祕訣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045 夢境運勢占卜: 131則超強透視測驗 斯詹.霍克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052 健康飲茶: 認清體質,應季養生,愈喝愈年輕、愈喝愈輕盈的好茶新革命熊志惠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069 一定要收藏的古珠.天珠珍貴圖鑑 班查.彭帕寧(Bunchar Pongpanich)編著; 林璟玟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076 不生病!中醫養生的15個對症智慧: 五臟六腑、經絡穴位、常用藥材和特效按摩三慧文創工作室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987 甲午馬年運程. 2014 曼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8416 大學升了沒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2011-05-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208423 電子學實習: 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楊明豐編著 2011-05-00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08430 電子學實習: 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楊明豐編著 2011-05-00 四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208447 數位邏輯(含實習): 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劉明舜編著 2011-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6208454 電子學: 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楊明豐編著 2011-05-00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9

旗立資訊

送存冊數共計：2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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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208461 電子學: 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楊明豐編著 2011-05-00 五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208478 基本電學: 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2011-05-00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08485 基本電學: 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2011-05-00 五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208492 基本電學實習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曾才榮, 李敏揚編著 2011-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208508 大學升了沒電工概論與實習攻略本 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2011-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208515 大學升了沒電子概論與實習攻略本 羅仲修, 黃旺根編著 2012-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208522 經濟與商業環境: 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李薇, 張麗秋編著 2011-05-00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08539 經濟與商業環境: 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李薇, 張麗秋編著 2011-05-00 五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208546 經濟與商業環境(全): 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李薇, 張麗秋編著 2011-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6208553 大學升了沒: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旗立研究室編著 2011-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208577 資訊科學概論與VB程式語言應用 李啟龍編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8591 基本電學實習滿分總複習攻略本. 電機類 曾才榮, 李敏揚編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8607 倉頡一週攻略本 旗立研究室編著 2011-07-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6208836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術科: Windows XP/Word 2003洪美玲編著 2012-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208904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能檢定學科 林岑, 林淑玲編著 2012-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208911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08928 大學升了沒餐旅概論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08942 資訊科技概論 施威銘等編著 2012-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208874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8973 大學升了沒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2012-05-00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0072 PowerPoint 2003專業級電腦技能檢定題庫暨解析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0096 Word 2010專業級電腦技能檢定題庫暨解析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0102 Excel 2010專業級電腦技能檢定題庫暨解析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0126 商業概論(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2012-10-00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40133 多媒體動畫設計: PhotoCap & Scratch 旗立研究室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0201 大學升了沒基本電學滿分講義 徐毅編著 2013-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40218 大學升了沒餐旅概論滿分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0249 大學升了沒餐旅概論滿分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2013-04-00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40256 大學升了沒餐旅概論滿分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2013-03-00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40294 A咖幫幫忙: 會計學學習講義 吳秀蓮編著 2013-03-00 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40300 大學升了沒會計學滿分總複習 吳秀蓮編著 2013-05-00 再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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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40317 大學升了沒會計學滿分總複習 吳秀蓮編著 2013-03-00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40324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2013-05-00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40331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2013-05-00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40348 國際貿易實務 秦玲美, 李法興編著 2013-05-00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0355 國際貿易實務 秦玲美, 李法興編著 2013-05-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40379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0508 計算機概論. 乙版(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施威銘, 吳文立, 李亮生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40546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術科: Windows XP/Word 2010洪美玲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40553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業: 瑋博POS系統林佳男編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940560 經濟學(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高翠玲等編著 2013-09-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40577 大學升了沒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 林淑芬,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2013-09-00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40591 國際貿易實務 秦玲美, 李法興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208201 計算機概論(職業學校一般科目生活領域) 施威銘, 吳文立, 李亮生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4746 傑出大陸臺商獎專輯. 2013年第一屆 陳啟明總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358 精英地圖: 順著平臺,複製超級人才 陳月碧著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0341 甘美的融點 崎谷はるひ作; Allen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0358 鋼索上的舞者. stage 3 久能千明作; 黃薇嬪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0365 等待花開時 日高ショ一コ作; 王詩怡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520372 華鬼 梨沙小說; カズキヨネ插畫; 楊明綺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朵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9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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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520389 華鬼 梨沙小說; カズキヨネ插畫; 楊明綺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520396 帥哥爹地 葉芝真己作; 小午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520402 愛照亮了愛 山下知子作; 王詩怡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0419 雙面少女 中村明日美子作; 王詩怡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520426 洄游之森 灰原藥作; 小午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04481 孫子兵法經商實戰致富術 劉燁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4535 最新書法字體範本 林品華編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4566 華人首富李嘉誠奮鬥傳奇 李燕軍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4986 長袖善舞紅頂商人胡雪巖 文章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4993 成龍成鳳引以為傲的孩子 方曉琳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006 未來預言術之燒餅歌與推背圖 劉伯溫原著; 高群編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013 李嘉誠富甲天下演繹孫子兵法 高明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020 能言善辯口若懸河攻心術 慕容華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037 狼道弱肉強食血酬定律 李君同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044 人情世故八面玲瓏有絕招 李君同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051 史帝芬.柯維成功大師七堂課 慕容華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068 猶太商經快速致富有捷招 高樓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075 你不知道的達文西密碼 劉燁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082 見利忘義趨炎附勢的小人 高國平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099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鬼谷子 李曉波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105 達摩掌中看前世今生 南雲海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112 慈悲沒有敵人,贈人玫瑰手留餘香 悟靜上人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129 醍醐灌頂禪故事大智慧 釋心覺上人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136 嚴選書法字體大全 沈天時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143 厚黑勝經.天下難事迎刃而解 高明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150 36計精髓活用三國演義 李曉波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167 真愛無價.不信青春喚不回 胡鼎宗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9

綜合

送存種數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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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8005174 華人首富李嘉誠演繹36計 李燕軍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181 付出愛心讓孩子成器成材 李竹君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198 CEO領導統御與青蛙效應 劉燁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204 能捨能得路將無限寬廣 胡鼎宗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211 曾國藩傳奇.演繹太平天國 李曉波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228 撥雲見日心領神會悟心經 悟靜上人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235 (圖文版)常見病神效自療術 中村健雄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242 最新白話四書讀本(全譯版) 賴榕祥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259 最新白話菜根譚活學活用 洪應明原作; 高群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005266 最新白話菜根譚活學活用 洪應明原作; 高群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005273 致富秘笈.無往不利88高招 高樓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280 至聖先師孔子精隨演繹(圖文版) 李曉波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297 巴菲特成功致富.現代啟示錄 劉燁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303 隱忍道.勢不用罄福不享盡 慕容華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310 健康百科.平安樂活過一生 林德明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327 才子紀曉嵐智鬥佞臣和坤 高群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334 唬弄術.虛張聲勢以小搏大 劉燁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341 黃金人脈.八面玲瓏有絕招 高明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358 左右逢源八面玲瓏.御心術 劉燁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365 曾國藩高瞻遠矚.平步青雲之挺經 劉守訓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3840 感動一輩子的大愛小故事 孫麗萍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3857 魔幻甜心下午茶 巫曼綺作.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3864 輟學的青春 譚柔士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3871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原著; 歐育蘭, 蕾婷原創漫畫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3888 珍惜十分之一的甜 楊雅靜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3895 魔蛋與綠拉拉 月亮喵喵作; 古依平繪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2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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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8110 感動,服務業的最高境界: 打動顧客的心,是成就事業的第一步周春明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78714 五星級主廚的Q&A: 400道清爽涼拌料理 陳志田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8752 平臺爭奪戰: 行動上網時代,企業的未來在平臺 趙鏞浩作; 吳蘇夢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8783 五星主廚的Q&A: 300道特調健康蔬果汁 陳志田編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2280195 幼兒心理百科: 0-6歲幼兒父母育兒必備 錢源偉, 曹子方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0270 自助遊會話書: 英語 葉曉紅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0287 自助遊會話書: 日本語 奈奈子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0294 教你一秒就看透的超級讀心術 陳博南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0423 見鬼了!: 人鬼同途遇鬼實錄 鄭凱中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0430 解憂特效藥: 有笑有保庇! 朱宇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0447 這一句英文好有趣: 快樂學英語的好日子來了! 具慶書作; 李阡璿, 楊欣梅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0690 第一本超實用圖解記憶技巧學習書 2．1/2好朋友工作室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02318 位位出冠軍 蘇國垚, 劉萍著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363 神奇眼球操: 視力、腦力一起變年輕的祕訣 中川和宏著; 原木櫻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400 菜市場蔬菜圖鑑 張蕙芬撰文; 林麗琪繪圖 2013-08-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2417 盛典: 諾貝爾文學獎之旅 莫言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424 西莉雅的甜蜜復仇 凱倫.芬尼佛洛克(Karen Finneyfrock)著; 劉嘉路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431 換心店 梨屋有枝文; 菅野由貴子圖; 周姚萍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202448 少年讀史記. 1, 帝王之路 張嘉驊編著; 鄭慧荷繪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455 少年讀史記. 2, 霸主的崛起 張嘉驊編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圖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462 拔一條河: 甲仙的人情與美味 楊力州, 余宜芳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493 榮町少年走天下: 羅福全回憶錄 羅福全口述; 陳柔縉執筆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509 看漫畫,學物理 高尼克(Larry Gonick), 霍夫曼(Art Huffamn)著; 葉偉文譯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523 看漫畫,學環保 高尼克(Larry Gonick), 奧華特(Alice Outwater)著; 陳瑞清譯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

漢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遠見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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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02530 看漫畫,學化學 高尼克(Larry Gonick), 柯瑞多(Craig Criddle)著; 蔡信行譯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547 看漫畫,學統計 高尼克(Larry Gonick), 史密斯(Woollcott Smith)著; 鄭惟厚譯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554 看漫畫,學遺傳 高尼克(Larry Gonick), 惠理斯(Mark Wheelis)著; 師明睿譯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561 議價高手的祕密: 8大銷售策略、10種價格談判術,教你輕鬆拿到好訂單李德.賀登(Reed K. Holden)著; 陳正芬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578 管理學的新世界 司徒達賢著 2013-08-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2592 我是好爸爸: 10個工具,讓妻子、孩子更愛你 葛雷格瑞.史雷頓(Gregory W. Slayton)著; 錢基蓮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608 熵的神祕國度 貝南(Arieh Ben-Naim)著; 王碧, 牟昀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615 富有是練出來的: 33個好習慣,讓你擁有金錢自由的人生江上治著; 莊雅琇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622 只要比別人多2%就可以 蘇國垚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639 八號出口的猩猩 凱瑟琳.艾波蓋特(Katherine Applegate)著; 劉清彥譯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2646 費曼的6堂Easy物理課 費曼(Richard P. Feynman)作; 師明睿, 高涌泉譯 2013-08-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2653 費曼的6堂Easy相對論 費曼(Richard P. Feynman)作; 師明睿譯 2013-08-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2684 漫畫費曼 歐塔凡尼(Jim Ottaviani)著; 梅瑞克(Leland Myrick)繪; 林俊宏譯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691 飲酒書 謝忠道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707 夢想的修練: 徐重仁、徐安昇父子的創業筆記 徐重仁, 徐安昇口述; 王家英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714 波特萊爾大遇險. 1, 悲慘的開始 雷蒙尼.史尼奇著; 周思芸, 江坤山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721 波特萊爾大遇險. 2, 可怕的爬蟲屋 雷蒙尼.史尼奇著; 江坤山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738 波特萊爾大遇險. 3, 鬼魅的大窗子 雷蒙尼.史尼奇著; 周思芸譯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745 波特萊爾大遇險. 4, 糟糕的工廠 雷蒙尼.史尼奇著; 李可琪譯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752 費曼物理學訣竅: 費曼物理學講義解題附錄 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高利伯(Michael A. Gottlieb), 雷頓(Ralph Leighton)原著; 師明睿, 高涌泉譯2013-09-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2769 夢的顏色 大村敦志著; 車成利, 周姚萍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776 道德課 布魯斯.溫斯坦(Bruce Weinstein)著; 侯秀琴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783 我數到3ㄛ: 三招讓你成功教出有規矩的孩子 湯姆斯.費朗(Thomas W. Phelan)著; 李千毅, 葉怡青譯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202790 賈伯斯傳 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著; 廖月娟, 姜雪影, 謝凱蒂譯2013-09-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2806 妻子的幸福祕方: 永續婚姻、活出自我、保持熱情的智慧與實踐艾瑞絲.柯拉斯諾(Iris Krasnow)著; 許妍飛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813 淡定,讓孩子起飛: 陪子女走過青春期的愛與智慧杜昭瑩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820 神奇酷地理. 1, 生機勃勃的雨林 阿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麥克.菲利浦(Mike Phillips)圖; 蔡若玫譯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837 我的動物小百科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Larousse)作; 蔡心儀譯 2013-10-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2844 我的臺灣小百科 小天下編輯部編著; 張振松, 紫狐葉, 鄭慧荷等繪 2013-10-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2851 神奇酷地理.2, 豐富多樣的島嶼 阿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麥克.菲利浦(Mike Phillips)圖; 沈昌鎮譯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868 夜京都 曲培棻作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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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02875 閱讀的力量 吳錦勳等合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882 莎士比亞故事選 安娜.克雷邦(Anna Claybourne)改寫; 劉嘉路翻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202899 文明的代價: 追求繁榮、效率、正義、永續,沒有白吃午餐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著; 廖月娟譯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2905 中學生好享讀: 臺灣青少年短篇小說選 王文華等作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02912 中學生好享讀: 臺灣青少年短篇小說選 王文華等作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02936 偉大經濟學家: 約翰.彌爾 施建生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943 笑一笑嘛,小老鼠! 傑德.亨利(Jed Henry)文.圖; 林芳萍譯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2950 波特萊爾大遇險. 5, 嚴酷的學校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李可琪譯; 劉鑫鋒繪2013-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967 波特萊爾大遇險. 6, 破爛的電梯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周思芸譯; 劉鑫鋒繪2013-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998 基因改造的美麗與哀愁 林基興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998 基因改造的美麗與哀愁 林基興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001 大家來逛動物園 阿部浩志文; 北村直子圖; 張東君譯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018 寫信給耶誕老公公 瑪莉莎.斯丹頓(Melissa Stanton)文; 珍妮佛.貝爾(Jennifer A. Bell)圖; 陳雅茜譯2013-1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025 思考的脈絡: 掌握問題全貌,創新更成功 蕭瑞麟著 2013-10-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3032 植物營養素的力量: 改變人生,就從每天吃的食物開始!王慧雲編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049 學習革命的最前線: 在學習共同體中找回孩子的幸福佐藤學著; 黃郁倫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056 食.本味: 葉怡蘭的飲食追尋錄 葉怡蘭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063 哈佛教我的18堂人生必修課 尤虹文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070 PQ.正向智商: 人生成功幸福的關鍵 希爾札德.查敏(Shirzad Chamine)著; 穆思婕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087 十年苦鬥: 亞洲大學.安藤忠雄的美術館 劉育東著; 楊麗玲採訪整理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094 柯維經典語錄: 18個關鍵原則,創造成功人生 史蒂芬.柯維(Stephen R. Covey)著; 胡琦君譯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124 心靈的故鄉: 靜思精舍巡禮 潘煊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131 少年讀史記. 3, 辯士縱橫天下 張嘉驊編著; 官月淑內頁繪圖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148 少年讀史記. 4, 絕士英才的風範 張嘉驊編著; 官月淑內頁繪圖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155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3, 河口野學堂 楊維晟著 2013-1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162 幸運乘3 席拉.唐納琪(Sheila Turnage)著; 黃惠玲譯 2013-1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179 禪呼吸: 當下除煩惱、得自在的覺佛之道 諾曼.費雪(Norman Fischer), 措尼仁波切(Tsoknyi Rinpoche), 希薇雅.布爾斯汀(Sylvia Boorstein)合著; 吳茵茵譯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186 走出迷網: 從網咖青年到總統智囊 羅智強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193 從創新到暢銷: 新產品上市成功的祕密 林英祥著 2013-1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209 保重,搖滾大兵! 賽維爾-勞倫.佩提(Xavier-Laurent Petit)著; 孫智綺譯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223 省錢,照樣過好日: 凍薪時代怎樣快樂花錢,又能穩穩儲蓄?安田まゆみ作; 莊雅琇譯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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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03230 唐詩樂遊園 張曼娟, 黃羿瓅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03247 唐詩樂遊園 張曼娟, 黃羿瓅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03254 杜克醫學院的八堂課: 好醫師是這樣教出來的 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261 歸零,走向圓滿: 典華創辦人林齊國的精彩人生 林齊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03278 打造六心級的幸福: 典華的原創轉型策略 王梅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285 歲月之梯 安.泰勒(Anne Tyler)作; 施清真譯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08 托斯卡尼.鼓聲.豔陽 郭正佩文.攝影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15 驅動大未來: 牽動全球變遷的六個革命性巨變 高爾(Al Gore)著; 齊若蘭譯 2013-1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339 大海怪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46 達文西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53 煩惱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擺脫負面情緒的9個思考習慣古川武士著; 莊雅琇譯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60 A+到A咖: A+企業教我活出精采人生 王文華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77 永遠的小太陽: 林良 林瑋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84 魔法豬鼻子 周姚萍文; 陳盈帆圖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91 敢闖才會贏: 盛治仁給年輕世代的三堂人生課 盛治仁口述; 王蓉採訪整理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414 開創醫療藍海: 減重手術教父黃致錕和團隊的故事謝其濬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445 你比自己想的更勇敢: 跨越陰影、擁抱愛的8個心靈密碼黛比.福特(Debbie Ford)著; 廖建容譯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4286 琥珀眼睛的兔子 艾德蒙.德瓦爾(Edmund de Waal)作; 黃煜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4293 靈魂之心 蓋瑞.祖卡夫(Gary Zukav), 琳達.法蘭西斯(Linda Francis)著; 阿光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6001 太陽能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著; 楊久穎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7116 魚從頭吃起 沈嘉祿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7246 刀板香 許若齊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7994 一看就懂古蹟建築(全民悅讀版)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編著 2013-09-00 初版第二刷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92

漫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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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87042 日本鐵道美景 田中和義攝影; 今尾惠介解說; 許郁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059 代表的日本人 内村鑑三著; 陳心慧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066 食物調理機料理教科書 重信初江著; 許郁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073 鐵道新旅. 3, 縱貫線南段: 40站全覽(典藏版) 古庭維等作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080 臺灣的生態系 李培芬作 2013-10-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097 臺灣的社區營造 曾旭正作 2013-09-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103 壓力鍋料理教科書 牛尾理惠監修; 周若珍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110 日本的餐桌 石毛直道著; 連雪雅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7127 一看就懂臺灣博覽: 產業文化、工藝美學全圖解(全民悅讀版)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編著 2013-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787134 圖說臺灣地名的故事 蔡培慧等著 2013-1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787141 一看就懂地理百科: 地理奧祕完全圖解(全民悅讀版)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編著 2013-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787165 美味雜學: 炒熱餐桌氣氛的300個話題 博學堅持俱樂部著; 陳心慧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172 絕倫食: 寫給男人的壯陽飲食講座 小泉武夫著; 蘇文淑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189 這是怎麼回事?: 日本人搞不懂的153個日常疑問單純的疑問探究會著; 許郁文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196 小暮秀子的美味畫帖 小暮秀子著; 賴庭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87202 為兒童而展示 阿涅絲.巴杭(Agnès Parent), 迪迪耶.朱利安.拉費瑞耶荷(Didier Julien-Laferrière)著; 黃慧宜, 繆詠華譯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219 溺.愛 瑪麗安.奧哈拉(Maryanne O'Hara)著; 陳綺文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5577 超好學韓語40音 王愛實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95584 KOREAN的初級韓語 王愛實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926 Beauty.微寫真: 戀夏 早乙女英雄作.攝影 2013-09-00 精裝 1

9789868972933 淡墨: 林永明探花作品選 林永明作 2013-08-00 精裝 1

9789868972940 墨法渡: 林永明彩墨畫選集 林永明作 2013-08-00 精裝 1

9789868972964 Beauty.微寫真: 戀夏 早乙女英雄作.攝影 2013-09-00 第二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0

語言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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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72971 Beauty.微寫真: Summer color Howard Chen, 早乙女英雄作.攝影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972988 Beauty.微寫真: Summer color Howard Chen, 早乙女英雄作.攝影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972995 Beauty.微寫真: Bonjour Catherine Howard Chen, San, Cool Bulia作.攝影 2013-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13406 Beauty.微寫真: Bonjour Catherine Howard Chen, San, Cool Bulia作.攝影 2013-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13413 第1名的貓咪 王君瑭作.攝影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9013437 Beauty.微寫真: 日光午安 Voodoo作.攝影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13420 Beauty.微寫真: 日光午安 Voodoo作.攝影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7474 我在這裡遇見幸福 李國芬等作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3245 時尚梳髮寶典 陳冠伶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446 八字指南 呂家恂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453 八字看婚姻 呂家恂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460 八字與情欲 呂家恂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477 八字集議. 甲 呂家恂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93484 八字集議. 甲 呂家恂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93491 花の嫁紗: 讓你第一次學花藝就戀上 李清海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507 玩彩繪很easy: 兒童彩繪 陳秀足, 陳雅臻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507 玩彩繪很easy: 兒童彩繪 陳秀足, 陳雅臻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514 玩彩繪很easy: 青少年彩繪 陳秀足, 陳雅臻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514 玩彩繪很easy: 青少年彩繪 陳秀足, 陳雅臻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538 戀戀幸福: 婚俗必備寶典 幸福編輯小組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93545 30秒教你搞懂化學元素,週期表沒你想的那麼難 艾瑞克.希瑞(Eric Scerri)編; 李大年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552 常見的小毛病的茶療良方 梁浩榮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1

遠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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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0257 月與火犬 星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90325 城堡夜驚魂 A.Lee馬丁尼茲(A. Lee Martinez)著; 戚建邦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349 異人茶跡 張季雅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3190394 黑太陽賦格 洪凌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400 一日騎士 賽門.葛林(Simon R. Green)著; 戚建邦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417 兔俠. vol.2, 瑞比特 護玄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424 陰陽路 林綠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90431 特殊傳說 護玄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90448 歲月之石. 卷八, 命運,以及永恆 全民熙著; 柏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455 最劣歐洲遊記: 米奇鰻的貧窮旅行. 西班牙、法國篇米奇鰻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493 日昇之夜 賽門.葛林(Simon R. Green)著; 戚建邦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509 碧塔藍 克莉絲汀.卡修(Kristin Cashore)著; 周沛郁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523 哈棒傳奇 九把刀(Giddens)作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90530 哈棒傳奇之繼續哈棒 九把刀(Giddens)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547 特殊傳說 護玄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90554 狼嚎 九把刀(Giddens)著 2013-07-00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190561 拼圖 護玄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578 五龍世界. I, 臥於霧廟之龍 壁井有可子著; 許金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585 天堂眼 賽門.葛林(Simon R. Green)著; 戚建邦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592 特殊傳說 護玄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90615 武道狂之詩. 卷13, 武當之戰 喬靖夫(Jozev)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622 兔俠. vol.3, 變動的星區 護玄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639 獵命師傳奇 九把刀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卷20 1

9789863190653 魔印人. III: 白晝戰爭 彼得.布雷特(Peter V. Brett)著; 戚建邦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0660 魔印人. III: 白晝戰爭 彼得.布雷特(Peter V. Brett)著; 戚建邦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0677 飄ノ的男子漢 Kokai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677 飄ノ的男子漢 Kokai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684 卓德不死 賽門.葛林(Simon R. Green)作; 戚建邦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4

蓋亞文化

第 496 頁，共 617 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8594 創新管理與設計跨域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遠東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編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4025 在家享用純天然的日式刨冰 石附浩太郎著; 陳美齡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032 立體剪紙旋轉吊飾 Iroken著; 許孟菡, Bonnie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049 輕鬆瘦!經絡淋巴按摩減肥法 渡邊佳子著; 侯辰穎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056 活到天年養老有方: 解讀<>中的長壽祕密 耿引循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063 我的第一個自製手作錢包 Nukada Yukari等[作]; 沙子芳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070 彩繪★QQ甜點 Junko著; 陳美齡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087 雜貨風可愛刺繡 寺西惠里子著; 陳美齡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094 慕斯甜甜圈&烤甜甜圈 Sachi著; 黃真芳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100 大人小孩一起玩: 手套變娃娃 笹川勇作; 許孟菡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117 鬆餅粉輕鬆做電子鍋派塔蛋糕 飯田順子著; 許書華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124 我的手作保存食: 365日的安心生活提案 中村佳瑞子作; 黃真芳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131 薑的健康365日 若宮壽子監修; 黃真芳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148 湯匙刮痧: 3分鐘刮出健康好氣色 邵輝著; 黃真芳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155 好想親手縫製輕手作可愛圍裙 Boutique-Sha作; 陳美齡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162 察顏觀色: 黃帝內經的藏象學說養生法 楊力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179 麵包機做米飯麵包 村田裕子著; 許書華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186 自然風亞麻編織包 青木惠理子作; 沙子芳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193 3步驟X10分鐘絕讚風味の義大利麵 川越達也著; 許書華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209 自己設計狗狗的衣服&用品&玩具 了戒加壽子作; 陳美齡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216 我的真皮訂製包&手感皮革雜貨 金澤明美作; 沙子芳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223 我愛百變三明治: 簡單!速成!美味! 坂田阿希子著; 陳美齡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230 超人氣,可愛馬卡龍 本橋雅人著; 黃真芳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8

遠東科大商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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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44247 <>對症藥膳: 不生病的千年養生智慧 辛海, 王永榮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254 縫紉技法基礎BOOK 坂內鏡子作; 沙子芳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261 大人風手刻橡皮章 Aurora Factory手作團隊作; 許孟菡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278 喝瘦: 每朝1杯高代謝酵素果汁 鶴見隆史著; 侯辰穎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285 時尚聖地東京青山美髮沙龍教妳完美電棒捲髮 佐藤公德作; 黃真芳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292 無添加的手釀醬泡菜 荻野恭子作; 黃真芳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308 萬能平底鍋料理 主婦與生活社作; 許書華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315 彩繪裝飾小餅乾 Junko著; 陳美齡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322 折一折,剪一剪: 連續花樣對稱剪紙 室岡昭子作; Teresa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339 初學者的迷你蛋糕卷 下迫綾美著; 陳美齡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346 女孩的雞尾酒手帳 村田紘子作; 許書華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353 我愛超快速義大利麵 Yummy作; 許書華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360 體質決定你的健康: 源自《黃帝內經》的九型人養生對策李其忠, 劉慶華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377 包包實用技法基礎BOOK: 一定能找到想做的包款!くぼでらようこ等[作]; 沙子芳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384 色鉛筆的練習帖365 河合瞳著; 謝佩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391 副食品BOOK Akasugu編輯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407 手縫OK.誰都會做的63款: 毛巾布作包X生活小物Boutique-Sha作; 謝佩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414 5分鐘止痛對策 近藤信和, 荒井洋介著; 沙子芳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421 無添加的手感酵母麵包 相田百合子作; 許書華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1099 小嘀咕辦生日派對 梅蘭妮.瓦特文圖; 林靜慧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1112 小毛,不可以! 大衛.夏儂(Daivd Shannon)文.圖; 歐陽菊映翻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181 小毛惹麻煩 大衛.夏儂(David Shannon)文.圖; 黃鈺惠翻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198 小毛上學去 大衛.夏儂(David Shannon)文.圖; 歐陽菊映翻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4

廖迎晰藝術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1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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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99008 廖迎晰創作集 廖迎晰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8061 遠東袖珍英漢辭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2013-07-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5878078 A study guide to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stWei-ling Wu等[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78085 遠東生活華語. workbook 葉德明主編 2013-08-00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878092 遠東生活華語 葉德明主編 2013-08-00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878108 遠東大考句型101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115 遠東終極統測綜合測驗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122 遠東終極統測閱讀測驗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139 美式發音法: KK音標正音版 李櫻編著 2013-09-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5878146 遠東新時事精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153 遠東終極統測: 必考單字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4509 療傷的EQ 楊荊生等作 2013-08-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3616 天人之際 成世光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3623 太初有道 成世光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3630 鹽齋解讀 成世光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3647 讀論語 成世光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3654 閒居隨筆 成世光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3661 止於至善 成世光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3678 天人之際(英文版) 成世光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0

東縣一葉蘭同心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碧岳學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東

送存種數共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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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453685 太初有道(法文版) 成世光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3692 鹽齋拾遺: 收錄<> 成世光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4205 聖母與聖人 成世光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4212 瞻禮與聖事 成世光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4229 教義淺談 成世光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4236 聖母軍手冊 成世光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3525 林紹昌油畫集 林紹昌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9638 醇味山海臺東情: 林永發水墨畫集. 七 林永發作 2013-08-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5012 月津風華: 鹽水歷史遺跡與文物 陳美惠著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2953 臺灣歷史守護神 安平劍獅傳奇 黃藝一等作 2013-06-00 平裝 2

9789860373967 臺灣歷史守護神 安平劍獅傳奇 黃藝一等作 2013-06-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市瀛海高中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安平區公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3

東縣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書法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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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49300 瀛海潮. 99期 陳政霖主編 2013-06-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71567 45個畫畫的小練習: 900種圖形一次學會 艾洛絲.雷諾芙(Eloise Renouf)著; 吳琪仁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1819 每按下一次快門都是傑作: 86個精采瞬間,教你掌握LOMO攝影祕訣凱文.梅瑞迪斯(Kevin Meredith)著; 裴恩譯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1864 新故鄉動員令. 1, 山線/離島: 小野&吳念真帶路,看見最在地的臺灣生命力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1871 新故鄉動員令. 2, 海線/平原: 小野&吳念真帶路,看見最在地的臺灣生命力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1987 「希望號」列車上的理財課: 運用彼得.杜拉克的管理學教你學會存錢終極術!林總作; 張玲玲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1994 六祖壇經新繹: 圓融淡定的生命智慧 吳宏一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007 追尋指路星 艾琳.杭特著; 陳雅茜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014 孩子如何成功: 讓孩子受益一生的新教養方式 保羅.塔夫(Paul Tough)著; 王若瓊, 王穎琦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021 末日之戰 麥克斯.布魯克斯(Max Brooks)著; 簡政章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038 混血營英雄: 智慧印記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蔡青恩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045 波西傑克森: 終極指南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蔡青恩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2052 十倍勝,絕不單靠勇氣: 如何在不確定、動盪不安環境中,依舊表現卓越?詹姆.柯林斯(Jim Collins), 莫頓.韓森(Morten T. Hansen)著; 齊若蘭譯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2069 大國海盜 雪珥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076 數位新時代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杰瑞德.科恩(Jared Cohen)作; 吳家恆等譯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083 二十一世紀臺灣要到哪裡去 李登輝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090 為主作見證: 李登輝的信仰告白 李登輝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106 空想科學讀本. 6.5 柳田理科雄著; 談璞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113 情緒大腦的祕密檔案: 情意神經科學泰斗從探索情緒形態到實踐正念冥想改變生命的旅程Richard J. Davidson, Sharon Begley著; 洪蘭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120 不累幹嘛睡!: 蕭青陽玩世界 蕭青陽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137 男模都在偷練的肌力訓練: 85套健身計畫、433種鍛鍊全身肌肉的訓練,每次只要15分鐘!瑟琳.葉格(Selene Yeager)著; 蔡孟儒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144 當珍珠遇見茶: 春水堂36道百年經營的思考 劉漢介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168 生日派對 安東尼.布朗文.圖; 林真美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2175 轉山 謝旺霖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2182 45個動物的畫畫小練習: 900種圖形一次學會 茱莉亞.郭(Julia Kuo)著; 吳琪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199 未來教育: 2030年教師備忘錄 Barnett Berry, the TeacherSolutions 2030 Team著; 李弘善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205 想像力教育: 跟你想像的教育不一樣! Sean Blenkinsop主編; 林心茹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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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3272212 做了這本書. 2:淘寶與創意改造 凱莉.史密斯(Keri Smith)著; 李佳霖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229 都什麼時候了 林夕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298 都什麼時候了 林夕作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2236 莎莉,洗好澡了沒? 約翰.伯寧罕(John Buringham)文、圖; 林真美翻譯 2013-06-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243 哈佛這樣教談判力: 增強優勢,談出利多人和的好結果Roger Fisher, William Ury, Bruce Patton作; 劉慧玉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250 末日關鍵求生術: 戰鬥知識與技能 麥克斯.布魯克斯(Max Brooks)著; 林少予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267 中國之惑新編 唐德剛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274 茶葉戰爭: 茶葉與天朝的興衰 周重林, 太俊林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281 筷樂夥伴單飛記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文; 史考特.馬谷(Scott Magoon)圖; 陳采瑛譯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2304 所謂中年所謂青春: 對照記@1963. III 楊照, 馬家輝, 胡洪俠 合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311 不設防的城市 泰居.柯爾(Teju Cole)著; 楊馨慧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328 假如你明天當上主管: 教你如何成功轉型當主管,不再為帶領部屬焦慮失眠Harvey Robbins, Michael Finley合著; 陳正芬譯 2013-07-00 初版十三刷 平裝 1

9789573272335 臺灣鳥瞰圖: 一九三〇年代臺灣地誌繪集 莊永明作 2013-07-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342 褪形者的告白 羅柏.寇米耶(Robert Cormier)著; 鄒嘉容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359 未來事件交易簿: 集體智慧的新平台與新典範 童振源, 葉家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366 托爾斯泰藝術論 列夫.尼可拉葉維奇.托爾斯泰著; 古曉梅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72373 為自己開創第二人生: 48個平衡生活與工作的最佳建議植田統著; 葉韋利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380 寄自野地的明信片 劉伯樂文.圖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2397 管他正統或偏方,就是要健康: 小賈的極限健康狂想曲賈各布斯(A.J.Jacobs)著; 黃芳田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403 生命就當這樣美好: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25堂社會應對課程P.M.傅尼(P. M. Forni)著; 廖綉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410 野地食堂 劉伯樂圖.文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427 搶救 潔思敏.瓦德(Jesmyn Ward)作; 蘇雅薇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434 牽手往幸福走: 相愛相知共經營,幸福婚姻款款行鄭石岩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2441 我好你也好的溝通練習: 了解自我定位,釐清P-A-C改善關係Thomas A. Harris著; 洪志美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458 靈鷲山外山: 心道法師傳 陳大為, 鍾怡雯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465 親愛的,這是寫給你的 pleasefindthis著; 徐立妍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526 魔法校車: 樹幹小精靈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原著; 葉懿慧譯2013-09-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533 魔法校車: 聰明亮點子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原著; 冶海孜譯2013-09-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540 魔法校車: 魔豆成長記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原著; 張詩薇譯2013-09-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557 魔法校車: 電腦小天才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原著; 廖雅君譯2013-09-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564 魔法校車: 飛起來喲!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原著; 吳梅瑛譯2013-09-00 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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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3272571 跑得過一切: 天生就會跑主角史考特的跑步與飲食之心史考特.傑瑞克(Scott Jurek), 史帝夫.傅立德曼(Steve Friedman)著; 李穎琦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588 居禮夫人和她的女兒們: 你所不知道科學界第一家庭的私生活雪萊.艾默林(Shelley Emling)作; 張毓如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595 衙門口: 為官中國千年史 張程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601 戰國武將死亡診斷書 戰國☆保健委員會編著; 任鈞華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618 奈米科技最前線: 材料、光電、生醫、教育四大領域,臺灣奈米科技研究新勢力李名揚, 黃奕瀠, 王心瑩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625 凡人 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著; 彭倫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649 尋找臺灣特有種旅行 邱一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656 照著做,晉升職場勝利組: 讓你爬得高、坐得穩的25個工作訣竅艾倫.麥克丹尼爾(Aaron McDaniel)作; 周玉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663 超越達人: 十七位專家領航,開啟孩子的職場想像王凱等作; 吳家恆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670 神奇床 約翰.伯寧罕(John Buringham)文、圖; 林真美策劃.翻譯2013-08-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687 流浪者之歌 赫曼.赫塞著; 柯晏邾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694 狐狸 瑪格麗特.威爾德文; 藍.布魯克斯圖; 林真美翻譯 2013-08-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700 廚房小情歌 番紅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717 媽媽,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幼兒園耶! 任惠元文.圖; 黃筱茵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2724 不要一直比啦! 童嘉圖.文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2731 口香糖復仇計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文; 唐唐圖; 陳雅茜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748 塗鴉天才德列克. 1, 我媽也不知道的祕密! 珍娜.塔金恩(Janet Tashjian)著; 傑克.塔金恩(Jake Tashjian)繪; 陳采瑛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762 豪門幽魂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著; 柯宗佑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786 運動型食譜: 簡單做就美味、提升體能、加速恢復的補給區美食!畢朱.湯瑪斯(Biju Thomas), 亞倫.林(Allen Lim)著; 蔡孟儒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816 群眾的智慧: 如何讓整個世界成為你的智囊團 詹姆斯.索羅維基(James Surowiecki)著; 楊玉齡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2823 老虎的眼睛 茱蒂.布倫(Judy Blume)著; 王心瑩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830 Middle school. 3, 老妹的吐槽日記 詹姆斯.派特森(James Patterson), 麗莎.帕帕迪麥秋(Lisa Papademetriou)著; 陳采瑛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847 夢紅樓 蔣勳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2854 聽.見芬蘭: 音樂、教育、設計、生活的交換旅程陳瀅仙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854 聽.見芬蘭: 音樂、教育、設計、生活的交換旅程陳瀅仙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861 不該忍耐的18種健康警訊: 具備常見小病痛的基本醫學知識,學會積極防治對策、觀察危險指標,避免重症上身!森田豐著; 謝晴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878 職人誌: 52個頂真職人,認真打拼的故事報乎恁知黃靖懿, 嚴芷婕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885 我的美術館 蘇珊.維爾德(Susan Verde)文; 彼得.雷諾茲(Peter H. Reynolds)圖; 宋珮譯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2892 靜默有時,傾訴有時: 黎戈散文集 黎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908 聊公案: 別笑!這才是中國法律史 秦濤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922 森林大會 瑪麗.荷.艾斯(Marie Hall Ets)文圖; 林真美譯 2013-10-00 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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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3261667 葛洛夫給你的一對一指導: 如何管理上司、同事還有你自己葛洛夫(Andrew S.Grove)著; 吳鴻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9914 百年風華: 臺南市新象畫會 廣東東莞市樟木頭鎮美術、書法協會美術交流邀請展莊雅棟編輯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61557 日本: 姿與心 日鐵技術情報中心株式會社著 2010-08-00 增訂第9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024 貨物作業章程 蔡朝祿; 苟榮華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7048 進階滅火 蔣克雄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97055 醫療急救 蔣克雄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97062 船舶保全 蔡朝祿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41698 大地的聲音 102級攝影組全體師生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500 公立機關學校差旅費相關法規釋例彙編.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版陳榮茂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茂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南科大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9

南市新象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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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4443 一看就懂!圖解最有趣的哲學史 沉零編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590757 Interior world. 4, fashion shop Archiworld Co., Ltd編; 黃寶嬋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0801 Objet超越潮流的時尚.前衛居家物件 建築世界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90825 女人不狠,江山不穩. 2, 會用心機,早日幸福 翁若蜜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0832 Sign A to Z創意標幟 建築世界作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0333 自在豐彩: 郭宗正寫意人生畫集 郭宗正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41834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 林文彥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541841 「學思相長.文創領航」教學卓越計畫B4. 102-103年度: 扶育競賽人才.揚名國際舞臺活動成果發表研習手冊成果專輯林文彥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8902 豬隻人工授精技術的改進提昇母豬繁殖能力 郭有海作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635 決戰兩岸股價指數期貨 張嘉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暢通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精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臺南郭綜合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2

漢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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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7559 再飛一下下 李冠河作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59585 小資男女求生術: 多管齊下省錢投資也能賺到第一桶金中村芳子作; 梁文馨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851 醬就對了!讓每個人都開胃: 人氣部落客維多利亞教你用10種醬料,做出77品清爽美味維多利亞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659882 四週鹼回健康: 體質酸性變鹼性的關鍵飲食 吳大為, 陳彥甫合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905 紙之月 角田光代作; 李璦祺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912 任何人都做得到!駝背迅速矯正200%基本技巧 原幸夫監修; 賴惠鈴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8762 黯黑之鏡. 第一部: 魔幻旅程 瑪莉.普特尼(M.J. Putney)著; 施婉清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929 空腹養生保健法: 不吃早餐健走10分鐘1個月幫你變靚.變瘦.變年輕石原結實著; 陳冠貴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936 角田光代X15個愛情的幸福料理 角田光代作: 鄭凱榕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943 美.肌.食: 最適合東方女性的美肌營養調理方法!定真理子, 山本博意著; 吳乃慧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950 任何人都做得到!小朋友氣喘迅速改善200%基本技巧勝沼俊雄文字; 陳光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967 1/3個艾莉蓓 凱特.派翠克(Cat Patrick)著; 楊偉湘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974 圍牆之間: 教室裡有些老師不教的事 弗朗索瓦.貝戈多(Francois Begaudeau)著; 劉慈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056 開運心機. 2014: 老師這樣教,有看有保佑 江名萱, 張鈺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063 自助占卜,輕鬆簡單算出你想知道的答案: 獨一無二、融合易學與塔羅牌的占卜工具郭婉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087 打造超完美饗宴 艾迪.歐斯特蘭(Eddie Osterland)著; 蔡裴驊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00 每天10分鐘,虛寒體質退散: 告別虛寒!!溫暖體質不生病土井里紗監修; 賴惠鈴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17 體溫上升1度 代謝提升12%: 肚子暖和了 身體就瘦了石原新菜文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24 提姆.岡恩的時尚聖經 提姆.岡恩(Tim Gunn), 艾達.卡胡恩(Ada Calhoun)著; 派翠希亞翻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3656 小學生數學邏輯思維: 一天10分鐘學習平方+數列+方程式+快速運算朴香禮作; Tory繪; 王作舉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0099 喝出一身輕的健康蔬果汁: 喚醒青春力、提升好體力,喝蔬果汁不再有負擔!俞品聿總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0150 水餃就是這樣包才好吃: 抓住外皮、餡料、煮法的秘訣大公開!林婷婷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8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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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252734 一生一定要帶她去的50個歐洲浪漫景點: 迷人の甜蜜之旅加利利旅行社, Green Life旅遊編輯部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80469 王明勇的瘦身蔬果排行榜: 讓你1週就瘦3公斤的蔬菜水果王明勇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86716 潘及不可思議的生活日記 中一製作小組圖.文; 翁培元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3054 詹惟中教你改名不求人.開運又開心: 詹惟中父女姓名學,好名、好命、好成功詹惟中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3290 三個罐子 張大光作; 曹珮繪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73382 愛吃米的金烏鴉 張大光作; 薄汾萍繪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73450 大世界100: 機器大轉動 藝英著; 申載煥, 鄭東浩繪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3467 大世界100: 原始人現身 藝英著; 申載煥, 鄭東浩繪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3474 大世界100: 中古騎士的戰鬥 藝英著; 申載煥, 鄭東浩繪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3498 第一本培養孩子專注想像玩創意 Beatrice Egemar, Nathalie Somers, Sophie de Mullenheim作; Sebastien Chebret等繪; 吳麗青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3504 第一本培養孩子耐心等待玩邏輯 Beatrice Egemar, Benedicte Carboneill, Elisabeth Gausseron作; Lucile Thibaudier, Pascal Vilcollet, Cl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3511 日本的製造對上韓國的行銷: 日、韓企業的競爭與合作金顯哲著; 林美惠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0433 一生中一定要讀的簡愛 夏綠蒂.勃朗特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0495 奇妙的身體: 不一樣的人體百科 人體研究所文字; 柳貞妍繪圖; 林美惠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50518 醋蛋是成人病的剋星 沈永嘉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1126 詹惟中開運農民曆. 2014 詹惟中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1980 遺忘的女兒 希爾皮.索瑪雅.高達著; 翟軼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1997 蘿拉的異想世界. 1, 蘿拉來了! 伊莎貝爾.阿貝迪(Isabel Abedi)作; 達格瑪.亨策(Dagmer Henz)插畫; 唐陳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2291 天哪!原來數學可以這樣學: 任何題目都能解決的10個絕招永野裕之著; 黃經良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2536 魅力肚皮舞: 讓你舞出纖腰勻稱好身材 吳雅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52840 實驗中的科學 創世卓越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9802 新師說: 地理(翰版). 5 邵秋華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6069819 新師說: 歷史(翰版). 5 莊子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6069826 新師說: 數學(翰版)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2013-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69833 新師說: 地理(康版). 5 邵秋華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6069840 新師說: 歷史(康版). 5 莊子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6069857 新師說: 數學(康版)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2013-05-00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漢華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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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69871 搶救會考大作戰100個最常發問的問題. 國文科 周紹玉編著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6069888 搶救會考大作戰00個最常發問的問題. 英語科 王瑋, 王嘉徽編著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6069895 搶救會考大作戰100個最常發問的問題. 數學科 田昆玄編著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6069901 搶救會考大作戰100個最常發問的問題. 社會科 林揚編著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6069918 搶救會考大作戰100個最常發問的問題. 自然科 莊雨民編著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6069925 新師說: 數學(康版) 盧建民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6冊 2

9789866069932 新師說: 數學(翰版) 盧建民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6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5543 2012/隱地 隱地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550 古文觀止化讀 王鼎鈞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567 重臨 丁文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574 向島嶼靠近: 詩畫協奏曲 劉梅玉詩; 李若梅圖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581 秋葉 歐陽子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395598 荷塘雨聲: 當代文學評論 張瑞芬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604 不落幕的文學愛情電影 吳孟樵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611 心理師的眼睛 舒霖作 2013-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6395628 小孩老人一張面孔: 鄉愁的生與死 桑品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635 讀書會玩書寫 林貴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642 掩映 陳義芝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659 東鳴西應記 王鼎鈞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666 生命中特殊的一年: 隱地札記. 2013年 隱地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673 書註 張騰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680 悅讀余秋雨.生命譜新曲 蕭蕭, 白靈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697 心理師的單行道 舒霖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0135 單身溫度 王鼎鈞 2013-02-00 初版五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0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舞陽美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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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0835 游心.意蘊: 墨彩繪畫創作研究 王俊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4536 親情.友情.中華情: 一個兩岸交流的小兵 夏漢容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54543 毋忘蕭山: 蕭山旅臺同鄉會成立六十週年誌慶 臺北市蕭山同鄉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900 童年烏托邦: 我只是個小孩 唐唐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992900 童年烏托邦: 我只是個小孩 唐唐作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393 拓展教會 皮埃耳.阿藍.基法(Pierre-Alain Giffard)作; 杜寶田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430 教宗方濟各: 其人、其思、其言 安德烈.托爾涅利(Andrea Tornielli)著; 江國雄, 胡皇伃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0535 磐石頌 陳家麒編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9176 教學實務研究論文集. 2012 美和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159183 大專校院學生體育態度、體育課程體驗與體育課程修課意願之研究楊明利著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嘉市紅毛埤女畫會

送存冊數共計：2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睿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漢雅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夥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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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529724 美麗新視界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0434 嘉藝有軌: 嘉義市鐵道藝術發展協會會員聯展. 2012王德合主編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8110441 臺灣/墨西哥當代藝術交流展專輯 王德合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110427 臺灣-墨西哥國際畫展: 在地文化與當代藝術的結合. 2010 2010-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2042 本土論述. 2012 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 新力量網路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547 獵頭遊戲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陳榮彬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585 神棄之地 唐納.雷.波拉克(Donald Ray Pollock)作; 林立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592 小池龍之介教你不被情緒綁架的平常心: 接受自己,與自己和平共處的五段修練小池龍之介著; 嚴可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608 大媒體的金權遊戲: 為什麼有權力的人都想要搞媒體?朗諾.貝提格(Ronald V. Bettig), 琴.琳.霍爾(Jeanne Lynn Hall)著; 鄭百雅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615 漢字原來這麼恐怖: 跟著漢學大師白川靜識字、賞字、解字小山鐵郎著; 劉名揚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622 流浪者之歌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楊玉功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639 給菲莉絲的情書: 卡夫卡的文學告白 法蘭茲.卡夫卡作; 耿一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646 蛻變 卡夫卡(Franz Kafka)著; 李豫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56653 攝影的黃金法則與創意犯規: 先學會再打破,78個法則讓你拍出專業也拍出個性歐亞.楊.康斯 (Haje Jan Kamps)著; 王比利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660 在你的人生定型前不看會後悔的100句話 千田琢哉著; 王蘊潔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677 英雄的大抉擇 王浩一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684 別以為你了解你的狗: 動物行為學家教你正確分辨狗狗情緒派翠西亞.麥克康諾(Patricia B. McConnell)著; 王秀毓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691 邊做夢邊冒險: 睡眠的科學真相 大衛.蘭德爾(David K. Randall)著; 蔡承志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707 最有分寸溝通術: 129種情境,3000句客氣話、機車話通通到位!(老中老外都能通)派屈克.亞倫(Patrick Alain)著; 陳松筠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3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蒙愛的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鐵道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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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646513 偷工減料 吳國銘著 2013-10-00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4031 Alternative axiomatizations and sport applications of the duplicate core: a case study on 21st Summer DeaflympicsHo-Cheng Chou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2802 日日是好日: 打造家生活的小幸福 伊能勢敦子著; 黃薇嬪譯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2505 宛如煙花: 主題式人像攝影美學 宋映周著; 邱淑怡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529 贏六分就好!: 以退為進,談判桌上無往不利的交涉術藤田尚弓著; 黃薇嬪譯 2013-07-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550 喝進酵素の力量: 130種排毒兼美容的奇蹟蔬果汁庄司泉著; 游韻馨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574 微笑泰料理: 泰國主廚不藏私的83道經典料理,在家也能輕鬆做Phon Namchan著; 黃薇嬪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598 30歲,美極了! 金新會著; 梁丹譯 2013-07-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604 Big data: 讓你看見真實欲望 宋吉永著; 陳姿穎譯 2013-08-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611 不諂媚的人生: 與其當溫順的羊,還不如做野貓! John Kim著; 游韻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628 軟體測試實戰: Visual Studio & Team Foundation Server胡百敬, 陸雲中, 陳欽展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635 給畫畫一年生的手繪練習帖: 只要一筆一畫跟著描,就能打造專屬於你的作品集Reap, 橋爪香織著; 陳冠貴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642 日本人妻邊惠玉教你做家庭幸福便當125道 邊惠玉著; 張鑫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659 幹好前3年!: 你是將才還是庸才,公司只給3年時間見真章申鉉滿著; 馮燕珠譯 2013-09-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666 Bravo!經典義大利麵: 道地的義式醬料、口感多樣的麵條、誘人的乳酪與香草,這才是義大利媽媽們的Pastala cuisine著; 陳冬雪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673 圖解巴黎女子的生活美學: 36則由內而外展現法式品味的洗鍊心法米澤よう子著; 莊雅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680 青春,非走不可!我在紐西蘭打工度假: 一趟滿載冏事,驚嚇不斷的勇氣與夢想之旅何露西著 2013-10-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703 大家的飛機餐: 5大洲X40國X75家航空公司的機上食光機內食.com Rikiya著; 黃薇嬪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710 日本古都散策: 京都、奈良、東京、鎌倉、金澤、平泉的慢遊小旅行伊藤美樹著; 游韻馨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727 瑞典蘿瑞娜的小廚房: 101道征服味蕾的世界經典料理蘿瑞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734 就是愛畫畫,什麼筆都能畫!: 手繪板也可以享受的插畫樂趣宋玹娥著; 草滾滾譯 2013-09-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741 史上最強!滾珠舒壓按摩: 猶如專業穴點及淋巴按摩,正確消除痠痛、終結水腫陳明仁監製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758 因愛料理: 給孩子的節氣菜譜 種籽節氣飲食研究室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新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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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12765 Nomad life新遊牧生活: 為了住在喜歡的地方,從今天起,選擇自由的工作方式吧!本田直之著; 何姵儀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772 史上最強排毒料理書: 野菜是最好的醫生!169道對症蔬食餐,打造不生病的健康體質庄司泉著; 何姵儀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789 RICOH GR攝影的真言 阿默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796 Google glass!: Glassware Development全新開發體驗余志龍等著 2013-09-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802 祝你幸福美滿: 從一萬名成功人士的失敗婚姻中,歸結出的50個幸福法則大塚壽著; 莊雅琇譯 2013-10-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819 藤原克也攝影之道: 氛圍X構圖X主題的光影演繹藤原克也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2826 受挫時,救贖你的金玉良言: 31位知名人士V型逆轉的人生物語翡翠小太郎, 柴田惠理著; 黃薇嬪譯 2013-10-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871 東京買物終極指南: 就算買到破產也甘願! 鄭仙愛著; 邱淑怡譯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2888 東京美食究極攻略: 保證吃到翻肚終不悔 鄭允禎著; 鄭瑾又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808 嘉義縣創意畫會會員作品集錦. 2013第一屆 林慶祈主編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2457 慧光集. 56, 般若攝頌淺釋 全知米滂仁波切著; 堪欽索達吉譯講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52457 慧光集. 56, 般若攝頌淺釋 全知米滂仁波切著; 堪欽索達吉譯講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2876 神遇之光: 修道神蹟感應錄 護國九天宮忠孝堂著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0636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管理實務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120650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設計實務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5-00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3

嘉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冊數共計：30

嘉縣創意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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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120698 SketchUp建築繪圖細部教學 Obra Club作; 吳嘉芳譯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3120865 DSLR愛。攝趣!: 走到哪,都能拍出漂亮照片的攝影技巧杉本恭子作; poppyplus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120940 親手繡出最有愛的HTC Butterfly手機殼+DIY體驗組Boutique-sha作; 蘇曉琪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121046 Making it!設計師一定要懂的產品製造知識 克里斯.萊夫泰瑞(Chris Lefteri)作; 張联豪譯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3121053 住宅設計新美學: 看頂尖建築師詮釋206個居家空間設計巧思彥根明著; 張麗瓊, 施威銘研究室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121077 用手繪日記留住生活的感動片刻 Cathy Johnson作; 陳亦伶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121114 最新網路概論. 2014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121121 鬆筋、指壓雙效自療: 從解剖圖透視痠痛成因,立即改善21類痛痛與不適福辻鋭記作; 楊雅婷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121138 最新計算機概論. 2014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3121152 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等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3121169 Microsoft Excel 2013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3121176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3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3121183 Microsoft Office 2013非常Easy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121190 住不膩的家: 當家具飾品都對了,整個屋子的協調性就出來了,讓你愈住愈有興味X-Knowledge作; 蘇暐婷譯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121206 作業系統導論 陳宇芬, 林慶德作 2013-05-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21213 世界潮店巡禮: 128間國際人氣商店的空間獨創設計X-Knowledge作; 陳令嫻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121220 新hTC One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121237 Android系統最佳化: root活用.升速調校.改造祕技阿祥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121244 mizutamaのNo.1手繪插畫: 紙膠帶.課本.卡片.信封.提袋.筆記本.留言條.相片mizutama作; 蘇曉琪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121268 就是要可愛!Hello Sandwich趣味手作新靈感: 紙膠帶、便利貼、色紙、緞帶一起來HELLO SANDWICH作; 謝薾鎂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121282 Android手機.平板救急手冊 柚子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121299 Canon 700D.100D.650D相機100%: 手冊沒講清楚的事!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121305 Microsoft Word 2013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3121312 最新Java 7程式語言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3121336 Panasonic GF6相機100%手冊沒講清楚的事!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121343 跟著MARK’S玩紙膠帶: 日誌手帳、生活用品、相片剪貼,無所不在的紙膠帶活用點子Editions de Paris作; 蘇玨萍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121350 設計職人必修Photoshop創意無限ProfessionalZ 下田和政作; 吳嘉芳譯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3121367 多媒體導論與應用 詹森仁等作 2013-07-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121374 會聲會影X6影片剪輯: YouTube.Facebook.iPad.iPhone.Android都能看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7-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121381 Windows 8嚴選200+技 橋本和則, 橋本直美作; 黃瑋婷, 陳禹豪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121398 Samsung Galaxy S4使用手冊 poppyplus作 2013-06-00 平裝 1

第 513 頁，共 617 頁



9789863121404 Matlab程式設計 洪維恩作 2013-08-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21411 Microsoft Access 2013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3121428 攝影達人的階梯: 照片比一比,驗證你的攝影能力岡嶋和幸作; poppyplus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121435 旅人日誌: 用MARK'S文具珍藏你的旅行回憶 Editions de Paris編; 蘇玨萍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121442 小米手機2S使用手冊 迪小恩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121466 9-99歲,電腦我也會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121497 挫折療癒系Android App開發入門一定要懂的128個觀念飯塚康至作; 林蕙如譯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3121527 Microsoft Excel 2013超Easy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3121534 Microsoft Word 2013超Easy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3121541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3超Easy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3121558 貴婦不藏私: 超簡單美容淋巴按摩與健康拉筋 加藤雅俊作; 牛瑞雰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121565 hTC Butterfly S使用手冊 DeanChen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121572 閃燈聖經 布萊恩.彼得森(Bryan Peterson)作; 林蔚靜譯 2013-08-00 精裝 1

9789863121619 復古時尚素材集 黒木真希著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3121626 個性居家X鄉村風.季節感.北歐風.法式風: 佈置100種幸福雜貨生活提案主婦與生活社編輯部作; 蘇暐婷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121640 Excel VBA超入門教室 坪崎誠司作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3121688 AutoCAD 2014電腦繪圖設計 夏海旭, 張顯宗, 彭世明作 2013-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47870 猜猜有什麼寶物? 張君豪作; 達姆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6347887 什麼怪東西? 蕭淑美作; 陳和凱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6347894 咦?什麼聲音? 蕭淑美作; 徐銘宏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6347900 要去哪裡玩? 張君豪作; 彭大爺繪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47917 哥哥今天去哪裡? 張君豪作; 徐銘宏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6347924 你怎麼了? 蕭淑美作; 陳又凌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6347931 要坐什麼車呢? 蕭淑美作; 阿Wi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6347948 這個多少錢?那個多少錢? 張君豪作; 王秋香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6347955 小水滴,你在哪裡? 莊燕姿, 蕭淑美作; 阿咧先生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6347962 水上甜甜圈? 張君豪, 丁文琪作; 杜小爾繪 2013-07-00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0

暢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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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347979 誰能幫我追氣球? 蕭淑美作; 曹益欣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6347986 爺爺,你幾歲? 張君豪作; 王秋香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6347993 這是誰的包包? 張君豪作; 吳嘉鴻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009 怎麼會這樣? 蕭淑美作; 阿咧先生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016 今天想吃什麼? 蕭淑美, 莊燕姿作; 彭大爺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023 媽媽買什麼呢? 丁文琪作; 郝玲玲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030 這是誰做的? 張君豪, 蕭淑美作; 吉娜兒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047 小蝸牛,你家在哪裡? 蕭淑美作; 陳又凌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054 現在大家在做什麼? 張君豪作; 呂淑恂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061 是誰啊? 丁文琪作; 包大山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078 故事大王,怎麼辦? 丁文琪作; 57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085 我的生日還多久? 丁文琪, 蕭淑美作; 吳嘉鴻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092 春夏秋冬在哪裡? 蕭淑美作; 陳完玲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108 音樂會開始了沒? 蕭淑美作; 戴惠珠繪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766115 小種子,up!:英中對照讀本 暢談國際文化出版部作; 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英譯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766122 玩出多元智慧 蕭淑美等撰文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10226 李居明餓命改運學. 餓火命篇 李居明作 2011-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10233 李居明餓命改運學. 餓木命篇 李居明作 2011-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10240 李居明餓命改運學. 餓水命篇 李居明作 2011-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10257 李居明餓命改運學. 餓金命篇 李居明作 2011-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10264 龍年運程: 十二生肖改運法 李居明著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6610219 李居明兔年運程 李居明作 2011-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9901 神仙.老虎.狗: 黃埔卅年往返 余天中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

漢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豪霆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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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09347 武神世紀 野白菜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609323 武神世紀 野白菜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609330 武神世紀 野白菜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91534 刀劍蒼穹 姜幻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91541 刀劍蒼穹 姜幻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91558 刀劍蒼穹 姜幻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97031 武道星峰 帝夜子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97161 駭客禁區. 第二部 會飛的豬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97475 斬仙 任怨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997680 氣吞天下 英年早肥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97901 龍之狂想 東邦作 2012-07-00 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97970 裏.八仙 蒼葵原作; 翔龍作畫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7987 喵物語. 冒險篇 九藏喵窩原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99028 喵物語. 冒險篇 九藏喵窩原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99226 武戰星河 江月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0553 武戰星河 江月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0935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0942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0959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1208 武戰星河 江月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1246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1253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2038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1598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1604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2083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2090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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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71734 武戰星河 江月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2441 刀劍蒼穹 姜幻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272458 刀劍蒼穹 姜幻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272595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2618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2816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2823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2854 祭劍 君不正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3219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3776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3639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3646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4049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4056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4087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3509 刀劍蒼穹 姜幻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3273516 刀劍蒼穹 姜幻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273998 刀劍蒼穹 姜幻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3273547 神之途 大胖子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4094 神之途 大胖子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4100 神之途 大胖子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4032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3608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3936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4223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4254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4261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4278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74308 祭劍 君不正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4322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4339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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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74995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5008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5015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4957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74438 劍法虛空 藍胖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4445 劍法虛空 藍胖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4483 三目雷神 常青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4490 三目雷神 常青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4476 三目雷神 常青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4506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4513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5367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5374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4773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4520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5343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5350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5206 蟒龍 無斷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5213 蟒龍 無斷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4537 蟒龍 無斷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4544 蟒龍 無斷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4568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5329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5336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4599 神之途 大胖子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4612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4629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5237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4643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5251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75268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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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74667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527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528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4674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4681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5312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4742 黃禍誅天 諸戈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4759 黃禍誅天 諸戈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5299 黃禍誅天 諸戈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5305 黃禍誅天 諸戈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4889 逆天神功 獨孤狼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4896 逆天神功 獨孤狼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5596 逆天神功 獨孤狼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5053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5060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5763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5770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5077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75084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75787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75794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75107 祭劍 君不正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5121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5138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5749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5428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5435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5534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5541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5480 蟒龍 無斷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5497 蟒龍 無斷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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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75640 蟒龍 無斷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5657 蟒龍 無斷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5527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75855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7587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5893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5916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5923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5947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5954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5961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5978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5985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6029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6067 黃禍誅天 諸戈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6074 黃禍誅天 諸戈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602072 天下無雙 任怨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602089 天下無雙 任怨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602157 神域崛起 石川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602164 神域崛起 石川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602362 霸王的天空 懶獅子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602416 碑靈 海風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607077 天下無雙 任怨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5606 型與形 臺灣人攝影部落作 2013-07-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43

臺灣人攝影部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大哥大

送存種數共計：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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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704 馬雲: 管理日誌 金錯刀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711 張瑞敏管理日誌 胡泳, 秦劭斐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728 柳傳志管理日誌 林軍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735 胡雪巖管理日誌 張興龍, 潘競賢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759 《案例》. 第2輯, 中國EBA教育的輔助讀本 吳曉波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766 《案例》. 第3輯 吳曉波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773 《案例》. 第4輯, 行銷世界盃 吳曉波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780 《案例》. 第5輯 吳曉波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797 《案例》. 第6輯, 中國企業家的商業讀本 吳曉波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001 《案例》. 第7輯, 總裁檢討書 吳曉波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018 《案例》. 第8輯, 公司錦標賽 吳曉波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025 柳井正全傳: 日本經營之神首部傳記 李鑫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032 不一樣的猶太人: 揭秘猶太人的創富秘密 任學明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049 幽默做人智慧做事: 品讀名人幽默故事 感悟人生處世哲學金躍軍, 陳豔麗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056 稻盛和夫寫給年輕人的工作秘笈 吳學剛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063 問題首富黃光裕 張小平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070 做自己的心理按摩師 金躍軍, 楊忠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087 人脈的氣場 吳學剛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094 做自己的心理調節高手: 大學生及青年朋友的第一堂心理健康課宋德生, 才永發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100 誰說80/90不靠譜: 獨生代的現狀與未來 袁岳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117 病由心生 珍藏版 才永發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124 做老闆的心腹: 6種優秀員工的43個準則 金耀君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131 說話講技巧,辦事有方法: 跟名人學說話的心理戰術 跟高手學辦事的成功技巧金躍軍, 才永發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3218 最新營建業會計暨稅務處理 許崇源, 張文秀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3

臺灣工商稅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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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5029 教室中多面向的閱讀教學. 第一輯, 十二堂閱讀課例趙鏡中, 賴玉連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6906 精密量測指南 Nobuo Suga作; Peter Rollings編輯; 臺灣三豐儀器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開發部翻譯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802 東方牙周病學暨植體學 董醒任等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807 現代的聖杯 鍾芳容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65214 巴哈伊教育彙編 世界正義院研究部門編撰; 蘇英芬譯 2013-05-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5715 臺灣大運命二部曲: 神國任務: 新紀元封神傳 蔡八來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之路文化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文薈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巴哈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巴哈伊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三豐儀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牙周病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臺灣小語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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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3516 踦立光箭頂的詩 顏雪花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3523 千年之深 顏雪花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56212 10號露蘭 于彥舒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229 Ratman 犬威赤彥作; Hika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56236 喵少女! 雑破業原作; 井冬良漫畫; 青心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6243 機動戰士鋼彈U.C.HARD GRAPH 鐵之駻馬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夏元雅人漫畫; 藍思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6250 心靈創傷量子結晶 青木ハヤ卜作; Hika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6267 守護貓娘緋鞠 的良みらん作; 九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56281 學園默示錄 佐滕大輔原作; 佐藤ツョウジ漫畫; 楊學斌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6304 機動戰士鋼彈Seed re: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石口十漫畫; 九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6311 JA元氣姊妹下田去! 鳴見なる＋協力, 唐花見コウ作; ALATA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6328 C3: 魔幻三次方 水瀨葉月作; さそりがため插畫; 魚籽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56342 我那未出生的女兒住地地獄深處 值言作; Spirtie插畫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359 東方大小姐的S女教室 非瓴作; Kikichan插畫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366 黃龍天空 墨熊作; Domotolain插畫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397 美少女死神還我H之魂!. 9, 死神與回憶 橘ぱん作; 曉峰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403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6410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4, 連鎖的鎮魂曲隅沢克之作; 王中龍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56427 我被女生倒追,惹妹妹生氣了? 野島けんじ作; 珂辰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6434 青春紀行番外: 百年後的夏天我們依然笑著 竹宮ゆゆこ作; 邱香凝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441 天魔黑兔. 11, 惡魔與魔女與學生會長的戀情 鏡貴也作; 邱鍾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458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D.G.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6465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8, 防衛案件?隨身手冊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496 不完全神性機關伊莉斯. 2, 跨越100億時光的聖女細音啟作; 蔡長弦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502 惡魔高校DxD. 11, 升級考試與無限龍神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519 噬血狂襲. 5, 觀測者之宴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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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56526 見鬼啦!陰陽眼漫畫家爆笑撞鬼實錄 伊藤三巳華作; 江珮儀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564 情色女作家的正義 真田鈴作; 哈泥蛙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6571 Fate/kaleid liner魔法少女☆伊莉雅 3rei! 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6588 惡魔高校DxD 石踏一榮原作; みしまひろじ漫畫; Kosara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6601 Fate/zero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真じろう漫畫; 未央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6625 CODE GEASS雙貌的OZ 東條チ力漫畫; 一杞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6632 Fate/prototype tribute phantasm夢幻陣容 致敬精選集Type-moon原作; Seeker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656 VANNESS Renaissance: 吳建豪魔幻文藝復興 吳建豪, 蜷川實花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0016 賽巴巴與我 約翰.希斯洛(John Hislop)著; 趙效瀛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0004 基督精兵: 國鼎先生與我 李偉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6310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八輯 林伯修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09952 我的爸爸是電車司機 平田昌廣作; 鈴木守繪; 朱燕翔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09990 迷你派 馬克.貝利(Mark Baily), 麥克.歐德曼(Michael Oatman)作; 愛德華.海明威(Edward Hemingway)繪; 嚴淑女譯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009 深夜疑案 柯南.道爾原著; 廖清秀改寫; 游柱郎內文繪圖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016 夜光怪獸 柯南.道爾原著; 王夢梅改寫; 宇有福內文繪圖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東方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李國鼎數位知識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臺灣沙迪亞賽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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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80023 王冠之謎 柯南.道爾原著; 陳秋帆改寫; 宇有福內文繪圖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030 我兒佳比 露薏絲.勞瑞(Loise Lowry)著; 朱恩伶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047 降落傘男孩 丹尼.派克作; 麥特.歐特利繪; 邱瓊慧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122 噓!不要吵醒大怪獸! 班.基慶(Ben Kitchin)作; 班.瑞德里屈(Ben Redlich)繪; 謝維玲譯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153 瑪德琳的親愛小狗 路德威.白蒙(Ludwig Bemelmans)作.繪; 呂行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160 瑪德琳的耶誕節 路德威.白蒙(Ludwig Bemelmans)作.繪; 呂行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177 瑪德琳 路德威.白蒙(Ludwig Bemelmans)作.繪; 呂行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184 我的鱷魚朋友 村上詩子作; 田中六大繪; 李慧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191 橡樹部落. I, 托比大逃亡 蒂莫泰.德.豐拜勒(Timothee De Fombelle)作; 法蘭斯瓦.普拉斯(Francois Place)繪; 劉英華譯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207 橡樹部落. II, 艾立莎的眼淚 蒂莫泰.德.豐拜勒(Timothee De Fombelle)作; 法蘭斯瓦.普拉斯(Francois Place)繪; 劉英華譯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10938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Blade 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0914 日本人氣漫畫家追星瘋臺灣 高口里純作; 林子傑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0945 惡之娘: 藍之序曲 惡ノP作; K.K.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0952 漂流世界: 地球下課後 吉富昭仁作; 林思嚴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10969 末日降臨 石川優吾作; 涂博惟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0976 戰國BASARA3: Bloody Angel 伊藤龍作; 蔡承胤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0983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10990 彼岸島最後的47天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1003 豪華郵輪之戀 水上ルイ作; Niwa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1010 野蠻情人 山本小鉄子作; KUMAKO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11027 我的惡魔小甜心 夏目維朔作; KUMAKO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034 放課後的音符 志摩時緒作; 林子傑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1041 暗黑死靈少女 厶ラ黑江作; 蔡承胤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1058 妖怪繪師錄 佐伯幸之助原作; 林子傑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1065 四號X警備: 零時行動 葛井美島作; Kumako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072 S,慾望的印記! 北崎拓作; 陳政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11089 北極熊Cafe哈密瓜味! 比嘉Aloha作; 周芝羽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東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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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11102 誘惑的百年之戀 霜月灰吏作; Kumako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119 就像花一樣擁抱我吧 砧菜々作; 耐勒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126 超優型男 ふゆの仁子原作; 海老原由里漫畫; 黃盈琪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140 SEEKER迷宮探索者 安部飛翔著; 王美娟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1157 就說只是玩玩 志志藤花[]莉原作; 黃盈琪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164 勇者大人突然向我求婚!? 富樫聖夜作; 羅怡蘋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171 轉生!白之王國物語 白澤戌亥作; Arlas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1188 櫻之雨 藤田遼, スタツオ.八一ドテラックス作; 顰子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195 瞳的獨占欲 鳴坂リン原作: 黃盈琪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201 爸爸左右為難 櫻井りょう原作; Quince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218 男友是虐待狂 神室是明原作; Kumako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225 鬥執事 東條仁作; 周昭駿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1232 不能說是愛 榎田尤利原作; 呂真真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1256 羊先生郵差 草間さかえ原作; 小綠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263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Blade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1270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11287 不能說是情 榎田尤利原作; 町屋はとこ漫畫; 呂真真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1324 跟著同志遊世界: 華麗再出擊 SAMSON高橋著; 何姵儀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355 火辣數獨130選 川崎光德著; 林信帆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1379 火辣數獨130選 川崎光德著; 林信帆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11362 狙擊冰風: 雪妖精與白色死神 柳內たくみ作; 郭政宏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11386 進入韓國古裝劇的世界: 徹底剖析15齣名劇的史實與浪漫西牟田希著; 蕭雲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393 這裡是幸福安心委員會 うたたP原作; 鳥居羊作; 貓ノ助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409 無法停止的HAPPY END 七福さゆり作; 吳苾芬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416 一起來捲可愛壽司捲 飾卷子著; 劉詠綾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423 安琪拉美式甜點小學堂 安琪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430 我的老公是怪胎!婚姻生活大進擊 池田曉子著; 梅應琪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447 京日和: 京都的建築、喫茶、散步手帖 中村雪著; 謝其濬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454 揮灑玩心.創意無限!: 巴黎風女孩兒部屋大改造 坂田夏水著; 李友君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485 下田直子的刺繡教本: 包包.提袋.小物 下田直子著; 許倩佩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492 香草與精油: 身心舒活寶典 林真一郎著; 梅應琪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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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11508 成為我的人吧 藤河るリ作; 謝旻釗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515 我們的甜蜜三角關係 和泉棒子作; 可倫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522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Blade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11539 新.料理仙姬 菊地正太著; Niwa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11546 壞男人就是這樣 本庄りえ漫畫; Dolphin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553 傀儡華遊戲: 中國人偶奇譚 秋乃茉莉作; Sherry Hsu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1560 要逃只能趁現在 千葉リョウコ作; Quince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577 這樣算是直率嗎? 櫻賀明漫畫; Dolphin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584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11591 轉生!白之王國物語 白澤戌亥作; 呂郁青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1607 風起 宮崎駿監督; 林子傑, 周昭駿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614 我要成為世界最強偶像 Ese原作; 夏木清仁作畫; 蔡承胤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1621 最後一局 神尾龍原作; 中原裕漫畫; 高詹燦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11638 刃之蕾: 警視廳生活環境課特別指定怪病對策組一智和智原作; 王明聖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645 前進!羽球小將!! 才谷ウメ口ウ夕作; 林子傑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1652 勇者大人突然向我求婚!? 富樫聖夜作; 羅怡蘋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1669 火辣數獨130選 川崎光德著; 林信帆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11676 穿出自信品味!優質型男穿搭術 Hankyu men's監修; 薛智恆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683 進入北歐神話的世界: 神族、巨人與人類的故事杉原梨江子著; 李友君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690 奇怪ㄋㄟ!日本人眼中的各國文化 博學堅持俱樂部編; 梅應琪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706 毛茸茸.圓滾滾!: 百變羊毛氈球飾品巧手做 Boutique社著; 許倩珮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713 今天嗯了沒?美便生活這樣過 山口時子著; 何姵儀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720 TOYOTA的收拾力 OJT-solutions股份有限公司著; 薛智恆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737 世界民族服裝圖鑑 鉛筆俱樂部著; 蕭雲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744 四季果醬 鈴木雅惠著; 李友君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874 高永ひなこ畫冊: 戀愛暴君 高永ひなこ原作; 小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904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Blade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11959 進入帝國王朝的世界: 徹底揭露37個帝國的歷史內幕祝田秀全監修; 鍾嘉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966 藥食同源美味食補韓國料理 金裕美著; 何姵儀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973 史上最強!居家肌肉訓練聖經 荒川裕志著; 梅應琪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997 光合時蔬輕食譜: 私房沙拉&醬汁輕鬆做 中野佐和子著; 黃薇嬪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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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12000 御飯糰大賣終極解析: 一天賣出400萬個的祕訣 國友隆一著; 李友君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1770 並不能算是討厭嗎? 櫻賀明漫畫; Dolphin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1817 愛我一次看看 御鹿琴子作; 曾雅伶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1893 最後大魔王 水城正太郎原作; 林子傑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11923 聖克麗歐學園 末包久美子漫畫; 張文俊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11930 抓狂老爸 高城竜原作; 小綠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11985 怪盜亞歷珊卓 秋乃茉莉作; Sherry Hsu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12111 野蠻情人 山本小鉄子作; 流川昴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12128 鐵道三姊妹 松山清治作; niwa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12142 杰昂的小枝 稻荷家房之介原作; 林思嚴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166 四號警備: 第三勢力 葛井美鳥作; Kumako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173 最後一局 神尾龍原著; 中原裕漫畫; 高詹燦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512180 超無氣力戰隊: 激爆五人組 佐藤正基作; KazukiC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12197 貓的報恩(全彩故事書) 柊あおい原作; Kumako譯 2010-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12234 愛在末路之境 水城雪可奈作; 曾雅伶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265 換個姿勢,再愛一次!: 嘿咻減肥書 ドルショック竹下作; 何姵儀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296 絕佳的戀愛人形生活模式 真中ココ原作; Kumako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302 武裝機甲Line Barrel 清水栄一, 下口智裕原作; 林武三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512319 東大特訓班外傳: 轉職必勝班 三田紀房原作; 鄭衍偉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12326 江戶盜賊集團五葉 小野夏芽原作; 陳政堯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12333 鬥陣小子 木多康昭作; 林武三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512401 晚安,布布 淺野一二O作; 林子傑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12425 腦子の戀 (完全版) 井口昇原作; 柳旭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487 燃燒吧!我的脂肪: 酵素優格減肥法 本橋登著; 鍾嘉惠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692 我x老婆大人: 邱比特的惡作劇 北崎拓作; 陳政堯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739 Dの魔王 柳広司原作; 陳政堯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12746 四號警備: 四張王牌 葛井美鳥作; Kumako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814 美少女製造機: 沙村廣明短篇集 沙村廣明作; 李昆達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845 圖說世界歷史: 輕輕鬆鬆3小時掌握古今歷史脈動!!鶴間和幸監修; 林子傑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913 鬥陣小子 木多康昭作; 林武三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512920 漂流世界. 1: 地球下課後 吉富昭仁作; 林思嚴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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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12937 萌馬調教 戶田陽近作; 米沽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2944 佛陀(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12951 巡行使者 樹夏實作; 張文俊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12968 江戶盜賊集團五葉 小野夏芽原作; 陳政堯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12975 軍火女王 高橋慶太郎原作; 王明聖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13002 戀愛暴君 高永ひなこ原作; 小綠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13033 宗像教授異考錄 星野之宣作; 章澤儀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513040 賽馬美眉 梶川卓郎漫畫; 北沢未也原作; 楊季叡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13071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賴小豆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513101 佛陀(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13125 佛陀(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13309 南美派遣記 手塚治虫作; 林武三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13347 神騎小將 萬乘大智作; 林子傑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13453 賽馬美眉 梶川卓郎漫畫; 北沢未也原作; 楊季叡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13460 絕命律師成田誠 高田優作; 李彥樺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13477 借物少女艾莉緹 瑪麗.諾頓原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13484 借物少女艾莉緹 瑪麗.諾頓原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13491 奠邊府戰歌 西島大介原作; 章澤儀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13507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513514 東大特訓班外傳: 轉職必勝班 三田紀房原作; 鄭衍偉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13521 「免費」創造商機 鈴木進介著; 鐘嘉惠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3538 女僕的異想世界 いとうえい作; 王明聖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13576 圖說新撰組 津田太愚著; 林子傑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3583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513637 社長腦中的秘密: 1年工作52天,年收入8千萬日圓!川合善大著; 黃薇嬪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2518 臺灣社區醫院常見醫療品質改善成效 謝武吉等作 2013-08-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35

臺灣社區醫院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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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7540 English for freshmen. book I 林玉霞等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4837557 English for freshmen. book II 林玉霞等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4837564 English proficiency booster: pre-intermediate 林玉霞等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837571 English proficiency booster: intermediate 林玉霞等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837588 貨幣金融學概論: 金融機構、金融市場&貨幣金融政策李榮謙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37595 新聞英語導讀與翻譯要訣 黃永裕, 黃湘玲, 黃羽璿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837601 MATLAB程式設計與工程應用 陳奇中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837618 當代中級會計學 張仲岳, 蔡彥卿, 劉啟群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837625 實用統計學 林真真編著 2013-10-00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2511 臺灣物業管理學會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第七屆 2013-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2405 洲際盃花藝競賽實錄. 2011 葉倩妏編輯 2011-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34728 海 吳瀛濤著 2013-05-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英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首府大學觀光系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物業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花藝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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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736832 觀光產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臺灣首府大學觀光事業管理學系學術委員會編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8736849 觀光餐旅評論. 2013 臺灣首府大學觀光事業管理學系學術委員會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3409 昔字.惜字.習字 臺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5708 芳心慈筆訴真情: 許芳慈歌仔戲創作劇本集 蔡瑋玲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3100 義民禮讚 葉日松作詞; 呂錦明作曲; 羅思琦劇本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5609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 植物營養素的生理效益: 抗氧化物質研究發展最新趨勢龔瑞林彙編 2013-05-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5866 常見魚介貝類圖鑑 黃淑芳等合著; 邵廣昭主編 2011-12-00 平裝 1

9789572935866 常見魚介貝類圖鑑 黃淑芳等合著; 邵廣昭主編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省漁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山歌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春風歌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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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8318 園區推手卅年: 產官學研的夥伴 謝其嘉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6258 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第25屆 2013-10-00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7634 臺灣家具產業協會(TFPA)第三屆第一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家具」-文化、經濟,工藝與設計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7967 詩行. 2013: 臺灣母語詩人大會集 劉承賢, 陳豐惠文字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422 兩岸書畫名家聯展: 胡國龍劉祖良 胡國龍, 劉祖良作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9036 認識船舶 周和平等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海運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神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海翁臺語文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書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家具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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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678712 揚聲高唱咱的歌: 口述歷史與教會史研究初探 謝大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8729 美的極致: 阮美姝一生與228平反實錄 阮美姝口述; 許曉涵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7124 ICD-9-CM分類規則彙編 李瑞華等修訂; 鄭茉莉, 張樹棠主編 2013-09-00 修訂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0584 國中英語領航家1-6 冊基測總複習講義 賴玲珠, 朗文編輯群編 2011-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0850 升高中基測高分策略. 101 朗文編輯群, 施妙旻編著 2011-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801840 工程倫理 Charles B. Fleddermann原著; 張一岑, 林玉興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1840 工程倫理 Charles B. Fleddermann原著; 張一岑, 林玉興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274 普通化學 Karen C. Timberlake原著; 陳明雄等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298 行銷學 Kotler, Armstrong原著; 廖淑伶, 陳水蓮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311 電腦網際網路 James F. Kurose, Keith W. Ross原著; 盧浩鈞等編譯 2013-09-00 六版 其他 1

9789862802311 電腦網際網路 James F. Kurose, Keith W. Ross原著; 盧浩鈞等編譯 2013-09-00 六版 其他 1

9789862802335 生物學 Eric J. Simon, Jean L. Dickey, Jane B. Reece原著; 陳誌偉等譯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2359 機率與統計 Ronald E. Walpole等原著; 繆紹綱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366 C程式設計藝術 Paul Deitel, Harvey Deitel原著; 全華研究室編譯 2013-08-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2802366 C程式設計藝術 Paul Deitel, Harvey Deitel原著; 全華研究室編譯 2013-08-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1549521 朗文雅思應考勝經: IELTS核心單字 Benjamin Adams著; 胡元媛譯 2013-10-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2800287 Digital design M.Morris Mano, Michael D.Ciletti[作] 2010-12-00 4th ed. 其他 1

9789861549903 基測高分策略 朗文編輯群, 施妙旻編著 2010-10-00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4538 尋訪夏商周 葛玉丹文; 趙俊誠, 高楊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麥克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培生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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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034552 我要坐車子 松谷美代子文; 東光寺啟圖; 康冬誼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606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撰文; 徐龍男圖; 陳安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034675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撰文; 徐龍男圖; 陳安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034613 小秋與小根 林明子文.圖; 蕭英哲, 賴惠鳳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034620 我最喜歡洗澡 松岡享子文; 林明子圖; 李俊德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034637 我的小湯匙 松谷美代子文; 東光寺啟圖; 康冬誼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034651 我想睡覺了 松谷美代子文; 瀨川康男圖; 沈晨音翻譯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2034668 你是誰呀? 松谷美代子文; 瀨川康男圖; 康冬誼翻譯 2013-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248 IPMA C級專案管理報告書面試案例專輯專案寶典臺灣專案管理學會編輯委員會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0508 臺茶輸出百年簡史 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編 2011-11-00 第一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27230 曹植年譜 江竹虛撰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442 鏡花水月: 游士孔子 吳禮權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497 槍擊現場 麗莎.嘉德納(Lisa Gardner)著; 賴婷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602 走近馮友蘭 馮鍾璞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633 大梵彌羅: 中古時期道教經典當中的佛教 謝世維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0528664 外語領隊、外語導遊英語: 歷屆試題題例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整編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0528671 <><>譯注 柏拉圖(Plato)著; 徐學庸譯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688 女生愛男生: 性別平等教育 施寄青著; 張妙如繪圖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28695 人言詩話: 賞析古代中國六十位詩人 吳東權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專案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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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528701 半個男人: 七個愛情故事 趙海霞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718 邪惡規則 中村文則著; 王蘊潔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725 最初的心跳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 席玉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749 無我茶會: 茶道藝術家的茶會作品 蔡榮章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756 先秦經學史 程元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528763 少年維特的煩惱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著; 楊夢茹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770 我的童話人生: 安徒生自傳 安徒生(H.C. Andersen)著; 傅光明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787 公孫龍子今註今譯 陳癸淼註譯 2013-10-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528817 熱血仁醫: 開創新局的臺大醫院駐院醫學團隊 柯文哲, 林裕峯, 臺大醫院駐院醫學團隊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824 人心與人生 梁漱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831 中國文化要義 梁漱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848 國際金融動盪對臺灣的影響 王鶴松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855 大陸臺商勞資風險與預防實務 蕭新永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862 現代遺傳學的分子流變 江建勳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886 愛彌兒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 魏肇基譯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28893 現代英文選評註 夏濟安評註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0528916 易水悲風: 刺客荊軻 吳禮權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28923 漫步: 我、他、虛構間的流連 陳祖彥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930 采玉華章: 美國華文作家選集 石麗東, 趙淑敏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947 Jimmy Lu優游藝術路: 陸潔民的鑑賞心,收藏情 陸潔民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954 民國史論 呂芳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528961 于右任先生書法選萃暨標準草書 于右任作 2013-12-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0528978 精選格林童話 格林兄弟(Bruder Grimm)著; 楊夢茹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4015 青少女健康照護精要 蔡永杰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4

9789868704015 青少女健康照護精要 蔡永杰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04022 臺灣婦產科醫學會博物館 謝卿宏等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33

臺灣婦產科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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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5705 東亞新視野: 從釣魚臺列嶼展開的討論、對話、解讀劉源俊等作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8016 牧者更新,教會復興: 教牧成長講座專輯. 2012年 臺灣神學院雙連宣教研究與發展中心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202 離散中的基督徒身份建構: 謝扶雅思想歷程 何慶昌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6131226 民國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 以師資與財務為例(1916-1949)彭淑敏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70556 童話標本 陳淑芬作; 丁雍譯 2011-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70563 無頭騎士異聞錄DuRaRaRa!! 成田良悟作; 正樹七十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870624 機動戰士鋼彈桑 大和田秀漫畫;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佐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870709 笨蛋,測驗,召喚獸 まったくモ一助, 夢唄漫畫; 井上堅二原作; 林香吟譯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70815 四葉妹妹 あずまきよひこ作; 黃炳雄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870846 戀愛咒語 大矢和美漫畫; Irene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1058 魔法人力派遣公司. 17, 銀騎士與魔法師 三田誠作; K.K.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3359 眠水: <>聲繪集 久遠原作 2011-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74806 孤月行 張廉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2875209 就愛首爾明星味: 太好運了,到處都能遇到明星!韓流藝人常去的72個好處tokimeki編輯部作; 李紫玉翻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5742 妄筆漫畫家 Distance作; 豆統領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76077 鋼殼都市雷吉歐斯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梁恩嘉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國際角川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釣魚臺光復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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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76824 羅馬浴場 ヤマザキマり作; 游若琪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77005 R-15 5 請多指教,女王的教室! 伏見ひろゆき作; 何軒瑋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7029 學生會的金蘭: 碧陽學園學生會默示錄. 6 葵せきな作; 劉蕙瑜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7036 SD鋼彈三國傳Brave Battle Warriors 伊豆平成作; 吳松諺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7135 魚君的海洋學堂 魚君圖.文; 林莉雅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77210 戀愛過敏原 あかほりさとる原作; 桂遊生丸漫畫; 思若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77227 喵少女! 雑破業原作; 井冬良漫畫; 青心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77241 超喜歡!!魔法天使柯絲茉 水無月すう原作; 瀬口たかひろあ漫畫; 魚籽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77296 VOCALOID PARADISE小初音未來的日常 おんたま漫畫; 楊學斌譯 2012-05-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2877340 鬼灯家的大姊姊 五十嵐藍作; 鄭惠純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77395 歡樂零件屋 藤堂あきと作; 陳宏生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77609 學生會的十代: 碧陽學園學生會議事錄. 10 葵せきな作; 楚家聲, 劉蕙瑜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7999 奇諾之旅 時雨澤惠一作; 莊湘萍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8019 來觀光吧!縣廳款待課 有川浩作; 鄭曉蘭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8095 黯鄉魂 張廉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878309 天元突破紅蓮螺巖 Gainax原作; 森小太郎作; 大佐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878408 機動戰士鋼彈MSV-R: 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79207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黃瀞瑤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79382 心靈偵探八雲 神永学原作; 小田すずか漫畫; 咖比獸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879481 戀愛過敏原 あかほりさとる原作; 桂遊生丸漫畫; 思若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79559 肌肉排毒瘦身法: 日本最新按摩消脂術!腹凹沒問題!小野晴康作; 陳燕華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9665 我被女生倒追,惹妹妹生氣了? 野島けんじ作; 珂辰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0173 古書堂事件手帖. 2, 栞子與她的謎樣日常 三上延作; 黃薇嬪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0180 謝謝你!壞運 B.L.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0265 惡德之褥 中原一也作; 赤青黃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0296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黃瀞瑤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0418 世界一初戀: 小野寺律的情況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0654 羅馬浴場 ヤマザキマり作; 游若琪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1286 冤罪: 一個冤案被告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控訴菅家利和, 佐藤博史合著;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監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1286 冤罪: 一個冤案被告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控訴菅家利和, 佐藤博史合著;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監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1378 上鎖的房間 貴志祐介作; 葉韋利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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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51521 C3: 魔幻三次方 水瀨葉月作; 魚籽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52245 變態博士駕到!! 左近堂絵里作; 青心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2481 殭屍少女的災難 池端亮作; 黃種德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2672 天乞 ていか小鳩作; 礿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2689 ONE-PIECE DAYS女孩限定展現奇蹟魅力的洋裝穿搭術77井垣留美子作; 江佩儀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3044 這樣算是殭屍嗎?. 11, 是的,這是蛋白霜 木村心一作; 鄭人彥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3051 純愛羅曼史 藤崎都作; 礿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3099 奇諾の旅: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作; 莊湘萍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53136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7, 豁然開朗?客戶端常駐法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3303 強襲魔女: 非洲的魔女 島田フミカネ, Projekt Kagonish原作; 野上武志漫畫; 劉蕙瑜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3334 魔王勇者 橙乃ままれ原作; 淺見よう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3495 蜥蜴王. 4, 不可視光 入間人間作; 林哲逸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3549 C3: 魔幻三次方 水瀨葉月作; 魚籽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53570 樂聖少女 杉井光作; 陳令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3624 小惡魔緹莉與救世主!? 衣笠彰梧作; 廖文斌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3679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3709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3716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3723 魔法戰記奈葉Force 都築真紀原作; 緋賀ゆかり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3730 魔法戰記奈葉Force 都築真紀原作; 緋賀ゆかり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3884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53884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53990 灼眼的夏娜Eternal song: 永恆之歌 高橋彌七郎原作; 木谷椎漫畫; 北極熊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4034 123樂遊中臺灣 臺灣角川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041 北海道動物園日記. 2, 河馬夫婦與大象樂園 小菅正夫作; 秋草愛插畫; 張東君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065 古書堂事件手帖. 3, 栞子與無法抹滅的羈絆 三上延作; 黃薇嬪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072 偵探.日暮旅人遺失之物 山口幸三郎作; 王靜怡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102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莊湘萍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4119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D.G.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4133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隅沢克之作; 王中龍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4140 我被女生倒追,惹妹妹生氣了? 野島けんじ作; 珂辰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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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54157 櫻花莊的寵物女孩 鴨志田一作; 一二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4164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5, 降臨!蒼海的霸者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171 魔王女孩與村民A. 4, 天翻地覆的慶典 ゆうきりん作; 曹茹蘋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188 小加速世界 川原礫原作; あかりりゅりゅ羽漫畫; 邱鐘仁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4201 噬血狂襲. 2, 戰王的使者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218 惡魔高校DxD. 9, 教學旅行是萬魔殿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232 鬥陣武士 湖住ふじこ作; 劉牧菁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4256 赤貓 徐璐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4263 學園默示錄(全彩版) 佐藤大輔原作; 佐藤ショウジ漫畫; 楊學斌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4270 Schoolmate Kiss あずまゆき作; 王榮毅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4287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4294 純血快感！美少女吸血鬼的羞恥祕密 炎堂たつや作; 九流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4300 青春紀行. 5, ONRYO之夏,日本之夏 竹宮ゆゆこ作; 邱香凝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317 魔法戰記奈葉Force 都築真紀原作; 緋賀ゆかり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4713 魔法戰記奈葉Force 都築真紀原作; 緋賀ゆかり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4331 小涼宮春日的憂鬱 谷川流原作; ぷよ漫畫; 黃任遠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4348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4706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4355 彼岸花綻放之夜 竜騎士07作; つのはず壱郎漫畫; 惟心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4362 狐仙的戀愛入門 よしだもろへ作; 咖比獸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4379 變態博士駕到!! 左近堂絵里作; 青心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4409 0能者九条溱 葉山透原作; 田倉トヲル漫畫; 邱鍾仁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062 勇往直前 Gainax原作; かぼちや漫畫; 王榮毅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4447 強襲魔女: 安道爾的魔女 島田フミカネ, Projekt Kagonish原作; 野上武志漫畫; 劉蕙瑜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478 蘿球社! 蒼山サグ作; 羅尉揚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54485 古書堂事件手帖 三上延原作; ナ力ノ漫畫; 林玟伶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4775 古書堂事件手帖 三上延原作; ナ力ノ漫畫; 林玟伶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4508 竹刀若短,少女戀愛吧! 黑神遊夜原作; 神崎かるな漫畫; 張嘉容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4539 因為天空灰灰的 阿部共実作; 林哲逸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4553 ZONE-00零之地帶 九条キヨ作; 楊學斌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54584 鋼彈資料室角色列傳: 宇宙世紀篇 岡崎昭行作; 大佐, 鄭人彥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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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54591 KEI畫集mikucolor KEI作; Kosara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607 方舟奇航R 彭傑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4614 櫻花莊的寵物女孩 鴨志田一原作; 草野ほうき漫畫; 蔡佳真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4621 東京闇鴉 あざの耕平原作; 鈴見敦漫畫; Irene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4638 驚爆危機∑ 賀東招二原作; 上田宏漫畫; 劉彥琳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54645 魔王勇者 橙乃ままれ原作; 淺見よう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4652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ト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十兵衛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4669 Fate/stay night Type-Moon原作; 西脇だつと漫畫; 未央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54676 機動戰士鋼彈UC BANDE DESSINEE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森倖三漫畫; 吳端庭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4683 魔王勇者「勇者啊,當我的人吧。」「我拒絕!」橙乃ままれ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4690 GUNSLINGER GIRL神槍少女 相田裕作; 哈泥蛙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54737 小長門有希的消失 谷川流原作; ぷよ漫畫; 黃任遠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4744 東京ESP 瀬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4751 百器徒然袋: 山颪: 薔薇十字偵探的憤愾 京極夏彥原作; 志水アキ漫畫; 林哲逸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768 新機動戰記鋼彈W Endless Waltz: 敗者們的榮耀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小笠原智史漫畫; 林莉雅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4782 闇之國的小紅帽 Killer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799 當戀愛成為交易的時候 小鹿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805 托生蓮 薛西斯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812 三毛貓福爾摩斯的推理日記 赤川次郎作; 椋本夏夜插畫; 李彧嘉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829 樂聖少女 杉井光作; 陳令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4836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umon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4843 灼眼的夏娜S 高橋彌七郎作; Seeker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4867 Gundam exa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鴇田洸一漫畫; 吳端庭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4850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7, 橫濱騷亂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54898 JA元氣姊妹下田去! 鳴見なる, 唐花見コウ漫畫; Alata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4881 不完全神性機關伊莉斯. 1, 154cm的最終兵器 細音啟作; 蔡長弦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904 喪女會的不當日常 海冬零兒作; 哈泥蛙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4911 BACCANO!大騷動!. 1931臨時快車篇: another junk railroad成田良悟作; 林哲逸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928 Overlord. 1, 不死者之王 丸山くがね作; 曉峰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935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4942 記錄的地平線. 5, 秋葉原的星期日 橙乃ままれ作; 哈泥蛙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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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54959 我的狐姬主人 春日みかげ作; 吳松諺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4966 美少女死神還我H之魂!. 8, 死神與美菜 橘ぱん作; 曉峰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4973 花x華 岩田洋季作; 蔡佳真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4980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作; Yoshi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4997 新學生會的一存: 碧陽學園新學生會議事錄 葵せきな作; 劉蕙瑜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55000 至高指令 えすのサカエ作; Umon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017 灼眼的夏娜Eternal song: 永恆之歌 高橋彌七郎原作; 木谷椎漫畫; 北極熊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5024 少女戀愛革命 ガンホ一.フ一ワス原作; 藤成ゆうき漫畫; 思若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5031 在世界盡頭愛Ai吧! 武田すん漫畫; Sharpice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5048 Crimezone: 罪惡禁區 山本賢治原作; 刻夜セイゴ漫畫; Umon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086 真理x死亡x美少女 藤森ゆゆ缶作; 李文軒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093 戀愛蜜月假期 砧菜々作; Sei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109 學園默示錄 佐藤大輔原作; 佐藤ショウジ漫畫; 楊學斌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5116 命中注定他&她 ヒロモトヒロキ作; 霖之助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5123 放學後的青春片段 五十嵐藍作; 劉牧菁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130 新世紀福音戰士碇真嗣育成計畫 Gainax, Khara原作; 高橋脩漫畫; Yves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55147 我是MARU,我是紙箱控: 素貓界超Q星圓滾滾滑壘風登場!mugumogu著; 林靖枝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154 貝克街少年偵探團. I: 邱比特之淚 真瀨もと作; 郭蕙寧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154 貝克街少年偵探團. I: 邱比特之淚 真瀨もと作; 郭蕙寧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161 30秒見效!改變姿勢立刻瘦的窈窕懶人操: 塑造完美體態,恢復青春奇蹟,從此和贅肉、痠痛說Bye-Bye!松井薰作; 鄭世彬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161 30秒見效!改變姿勢立刻瘦的窈窕懶人操: 塑造完美體態,恢復青春奇蹟,從此和贅肉、痠痛說Bye-Bye!松井薰作; 鄭世彬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178 "葵"光在地球之時...... 野村美月原作; CHuN漫畫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185 粉紅騎士 KIVO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208 四葉妹妹! あずまきよひこ作; 咖比獸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55215 蝦掰天文社: 公立海老栖川高中天文社 狗神煌漫畫; Sharpice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5222 姊嫁物語 森薰作; 北極熊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5246 冰菓 米澤穂信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魚籽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253 花女詞 呀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260 硯城誌. 卷二, 公子 典心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277 喜樂莊. 案卷一, 真龍天子 蒔舞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291 BLOOD LAD血意少年 小玉有起作; 志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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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55307 Fate/kaleid liner魔法少女☆伊莉雅 3rei! 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314 第十三個人格: ISOLA 貴志祐介作; 邱振瑞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55321 海德拉的告白 柴村仁作; 許金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338 RDG3瀕危物種少女: 危機重重的暑假 荻原規子作; 許金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345 惡魔高校DxD. 10, 校慶的獅子心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35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11, Alicization turning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369 加速世界. 13, 灘頭的號砲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376 約會大作戰. 6, 百合美九 橘公司作; 竹子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383 這樣算是殭屍嗎?. 12, 是的,我是呼喊愛之人 木村心一作; 鄭人彥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390 魔王勇者. 5, 前往山丘的彼方 橙乃ままれ作; Seeker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406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6, 銜尾蛇的聯盟旗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413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8, 追憶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420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5437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3, 連鎖的鎮魂曲隅沢克之作; 王中龍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55444 我們就愛肉麻放閃耍甜蜜 風見周作; 正樹七十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451 煉獄姬. 五幕 藤原祐作; 林莉雅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468 我與女武神的新婚生活 鎌池和馬作; 黃種德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475 冰結鏡界的伊甸. 10, 黃昏讚歌: 聖樂.夏娃 細音啟作; 蔡長弦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482 噬血狂襲. 3, 天使焚身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499 小惡魔緹莉與救世主!? 衣笠彰梧作; 廖文斌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505 笨蛋,測驗,召喚獸 井上堅二原作; まったくモ一助, 夢唄漫畫; 咖比獸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5512 琥珀ACE TYPE-MOON原作; 經驗值漫畫; 九流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529 放學後彩色畫室繽紛生活 華々つぼみ作; 青心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536 那傢伙的真命天子 田中鈴木作; 礿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5543 你根本不懂我的心 相葉キョウコ作; 林玟伶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550 34歲無業小姐 池田學志作; 正樹七十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567 機動戰士鋼彈宇宙世紀大亂鬥4格漫畫大戰線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谷和也漫畫; D.G.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5574 無頭騎士異聞錄DuRaRaRa!!. 罪歌篇X 成田良悟原作; 茶鳥木明代漫畫; 惟心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581 最後流亡: 銀翼少女法姆 Gonzo原作; 宮本るば作; 林星宇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598 在下坂本,有何貴幹? 佐野菜見作; Umon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604 請把這個男人交給我 佳門サエコ作; 林玟伶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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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55611 約會大進擊DATE AST LIKE 橘公司原作; 鬼八頭かかし漫畫; 竹子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628 女孩進行式 龍炎狼牙作; 劉蕙瑜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635 至高戀曲 山上梨由作; Quince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642 魔法戰記奈葉Force 都築真紀原作; 緋賀ゆかり漫畫; 林星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5659 勇往直前 Gainax原作; かぼちや漫畫; 王榮毅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970 勇往直前 Gainax原作; かぼちや漫畫; 王榮毅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5666 舔我吧!: 快聽話照做!親愛的主人 由伊大輔作; 霖之助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673 你看上我哪一點? 村上左知作; 咖比獸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680 我們談戀愛好嗎? タチバナロク作; 九流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697 狂骨之夢 京極夏彥原作; 志水アキ漫畫; 林哲逸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5703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5710 魔王勇者: 前往山丘的彼方 橙乃ままれ原作; 峠比呂漫畫; Kimi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5727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 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吳瑞庭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5734 九州. 第五卷, 一生之盟 江南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741 永晝之城 狂言千笑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758 且試天下 傾泠月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765 神鬼陰陽師 衛亞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772 0能者九条湊 葉山透作; 邱鍾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5789 黃金之王白銀之王 沢村凜作; 許婷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796 鳩子與我的愛情喜劇 鈴木大輔作; 正樹七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802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819 逃離樂園島 土橋真二郎作; 青涸軒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826 喪女會的不當日常 海冬零兒作; 哈泥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833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840 鋼殼都市雷吉歐斯. 21, winter fall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梁恩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55857 蟲之歌. 13, 夢想覺醒的迷宮 岩井恭平作; 曹茹蘋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55864 殭屍少女的入學 池端亮作; 黃種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871 黑色子彈. 4, 復仇在我 神崎紫電作; Kyo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888 鋼殼都市雷吉歐斯MISSING MAIL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清瀨のとか漫畫; 梁恩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5895 美少女死神還我H之魂! 橘ぱん原作; 岡霧硝漫畫; 曉峰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5901 今天開始魔の自由業! 喬林知原作; 松本手毬漫畫; 莊湘萍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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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55918 偶像總愛被吐嘈! サイトーマサト作; 咖比獸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5932 驚爆危機ANOTHER 大黑尚人作; 薛智恆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5949 絕對雙刃. 2, 謊言、真相與赤紅 柊★たくみ作; 邱香凝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956 R-15. 10, 攝影少女的純愛低潮期!? 伏見ひろゆき作; 青涸軒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963 噬血狂襲. 4, 蒼藍魔女的迷宮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987 毫無道理的愛情 ウノハナ作; 綺璃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5994 分裂戀人 八十八良作; Sharpice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6007 Tiger & Bunny Sunrise原作; 榊原瑞紀漫畫; 思若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6021 學生會的一存 葵せきな原作; 10mo漫畫; 劉蕙瑜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6038 涼宮春日的憂鬱 谷川流原作; ジガノガク漫畫; 黃任遠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56045 機動戰士鋼彈桑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和田秀樹漫畫; 大佐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56052 熟男不及格 こうじま奈月作, Q太郎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069 KERORO軍曹 吉崎観音作; 章澤儀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56076 蘿球社! 蒼山サグ原作; たかみ裕紀漫畫; 羅尉揚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6083 驚爆危機ANOTHER 賀東昭二, 大黑尚人原作; たいち庸漫畫; 一杞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090 魔王勇者「勇者啊,當我的人吧。」「我拒絕!」橙乃ままれ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林星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6106 電波女&青春男(漫畫版) 入間人間原作; 山根真人漫畫; Hikawa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6113 舌吻 赤星ヅェイク作; 林玟伶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137 狼的孩子雨和雪 細田守原作; 優漫畫; 未央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6151 1001 Knights 杉崎ゆきる作; Q太郎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168 猜謎王 杉基イクラ作; Umon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6175 真.戀姬無雙: 乙女繚亂☆三國志演義 BaseSon原作; あかりりゅりゅ羽漫畫; 未央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6182 笨蛋,測驗,召喚獸. 歡樂篇 井上堅二原作; Koizumi漫畫; 咖比獸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6199 極道吸血少女: 鬼龍院伽耶 三色網戶作; 未央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6205 窩.咖啡館。: 100%自由感享用日日好咖啡 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79981 圖書館戀愛[利用]法 隆巳ジロ漫畫; 林香吟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020 歡迎愛光臨: 幸福攝影集 夢田影像監製著作; 張雅惠採訪撰文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112 羅馬浴場 ヤマザキマり作; 游若琪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70129 鋼殼都市雷吉歐斯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梁恩嘉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870136 蟲之歌. 00, 夢想的開端 岩井恭平作; 曹茹蘋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143 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鄭淑慧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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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70167 BACCANO!大騷動!. 1934婆娑篇Alice In Jails 成田良悟作; 正樹七十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174 驚爆危機. 21-22, 永遠的Stand by me 賀東招二作; 劉彥琳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70181 神之遊戲. 7, 該運送給神什麼? 宮崎柊羽作; May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198 學園奇諾: Gakuen kino 時雨沢惠一作; 莊湘萍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70211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5, 幽靈子彈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228 東京皇帝☆北条戀歌 竹井10日作; 尤靜慧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70235 我的鯨魚男友 有川浩作; 王靜怡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266 狼與辛香料 支倉凍砂作; 林冠汾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870280 後巷說百物語 京極夏彥作; 劉名揚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70297 學生會的七光: 碧陽學園學生會議事錄. 7 葵せきな作; 楚家聲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310 拌天運XX 橫島一漫畫; 猪原賽原作; 北極熊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70334 ef: a fairy tale of the two. 雅樹里漫畫; 御影.鏡遊原作; 鄭惠純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870341 機動戰士GUNDAM TEH ORIGIN 安彥良和漫畫; Yoko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870358 心靈偵探八雲 小田すずか漫畫; 神永学原作; 咖比獸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70365 小魔女的秘密make miracle 日下皓作; Yves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70372 SD鋼彈三國傳BraveBattleWarriors創世紀. 劉備篇岩本ゆきお漫畫;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九流譯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389 機動戰士鋼彈00 2nd.season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大森倖三漫畫; 大佐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70396 今天開始魔の自由業! 松本手毬漫畫; 喬林知原作; 莊湘萍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870402 晴空萬里天神商店街 児玉樹作; 志麻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70419 鋼殼都市雷吉歐斯Missing mail 清瀨のとか漫畫;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梁恩嘉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870440 笨蛋,測驗,召喚獸 まったくモ一助, 夢唄漫畫; 井上堅二原作; 林香吟譯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70457 Fate/kaleid liner魔法少女[]伊莉雅2 wei!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未央譯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70471 風紀獨裁者 ころじま奈月漫畫; Cannie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70488 薔薇公主之吻 硝音あや作; 邱香凝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70495 在世界盡頭愛(Ai)吧! 武田すん漫畫; Penguin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70501 Fate/stay night 西脇だつと漫畫; Type-moon原作; 未央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870518 天降之物 水無月すう作; 志麻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870525 國民英雄原創小說 梁蘊如原創小說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532 去我的冒險!! 史丹利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70549 雲端時代: 掌握市場脈動的酷革命! 角川歷彥作; 陳美瑛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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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103 轉型正義 施正鋒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6135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美展. 第12屆2012 方鎮洋等編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8466142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美展. 2013第13屆 方鎮洋等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306 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2013年辛培舜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2029 鄉村旅遊發展新視界 鄭健雄, 曾喜鵬主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8826 佛教您解開富貴幸福密碼 2011-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6945 Young art Taipei catalog. 2011 臺灣當代藝術社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當代藝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鄉村旅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須彌山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90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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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2545 實證物理治療實務 Rob Herbert等原著; 郭怡良, 李映琪翻譯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6052552 護理師證照輕鬆GET 徐雅萍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2583 Ship construction D.J. Eyres, G.J.Bruce 2013-11-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52590 Aerodynamics for engineering students E.L.Houghton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52606 北美獸醫臨床期刊: 小動物臨床實務: 腎臟疾病與替代療法Mary J. Acierno, Mary Anna Labato原著; 葉錦鴻, 鄭秀信, 謝明瑞翻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2613 犬貓腎臟及泌尿學 Dennis J. Chew, Stephen P. Dibartola, Patricia A. Schenck原著; 賴昱璋, 陳珊蒂編譯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6052620 The elements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lfred Rudin, Phillip Choi[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6538810 輕鬆掌握心臟超音波 Sam Kaddoura原著; 劉維新編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6942 健康美麗產銷履歷 林文集主編 2011-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1907 蓬萊敘事: 101年度漆藝師黃麗淑師生聯展專輯 莊美蓮總編輯 2012-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4502 圖文傳播藝術與科技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韓豐年總編輯 2013-05-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0304 臺灣當代藝術論壇雙年展. 2010 徐文瑞總編輯 2010-12-00 平裝 5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圖文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農業推廣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漆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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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9120 藝海情深: 林永發.林冠廷父子書畫集 林永發, 林冠廷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769120 藝海情深: 林永發.林冠廷父子書畫集 林永發, 林冠廷作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206 觀光休閒經營管理人才認證暨教師研討會會議手冊. 2013潘啟明作 2013-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7405 後浪: 臺灣璇音雅集三十週年專刊 臺灣璇音雅集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515700 大學生的實用寫作書 張書豪, 趙修霈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717 基隆中元祭: 史實、記憶與傳說 吳蕙芳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731 中西比較戲劇和現代劇場研究 陸潤棠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748 手植楨楠已成蔭: 傅斯年與中研院史語所 蘇同炳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755 卷中小立亦百年: 明清女性畫像文本探論 毛文芳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762 中國文學十五講 龔鵬程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779 儒學反思錄. 二集 龔鵬程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786 <>著錄「春秋類」典籍校訂與補正 楊果霖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793 佛教的當代判釋的對話詮釋 吳汝鈞等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809 顧千里研究 李慶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816 經學研究論叢. 第二十輯 林慶彰主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璇音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學生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碧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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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515823 紅杏枝頭春意鬧: 宋祁文學新論 謝佩芬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847 西方視域下的字源語文與文學文化 張雙英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854 歷代文選分類選註 黃登山, 黃炳秀編註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861 蔡沈<>的注經體式與解經特色 許華峰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878 聖人的自由: 牟宗三美學思想的核心問題 唐聖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885 大選戰: 二00九年宜蘭與花蓮縣長選舉競選傳播策略分析胡幼偉等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892 背叛 彭鏡禧, 陳芳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3631 臺灣鋼鐵五十年 宋志育, 黃孝信主編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8443631 臺灣鋼鐵五十年 宋志育, 黃孝信主編 2013-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7103 不再流浪: 我的學習歷程 陳菱瑩等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8001 臺灣臨床細胞學會25週年紀念特刊. 1988-2013 賴瓊如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503 臺灣蘭花 賴本智主編 2013-09-00 平裝 第11集 2

9789868999510 臺灣蘭花之育種 陳清源主編 2013-09-00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臨床細胞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蘭花育種者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8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禪心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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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4839 臨宋寫本: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宋)薛尚功原寫 2013-05-00 三版 精裝 1

9789579194846 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實述 2013-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9194860 書目叢經: 經籍訪古志 森立之撰 2013-06-00 再版 精裝 1

9789579194877 莊子內篇註 (明)憨山釋; (明)德清註 2013-06-00 再版 精裝 1

9789579194914 書目五編: 國史經籍志 (明)焦竑輯 2013-08-00 三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9194921 蘇氏易傳.易數鉤隱圖 (宋)蘇軾撰 2013-08-00 五版 精裝 1

9789579194938 中國哲學思想要籍續編: 中庸章句大全 (明)胡廣撰 2013-08-00 三版 精裝 1

9789579194945 新編六爻本一撮金易數 (宋)邵雍撰; (明)劉基註解; 養愚書屋主人整理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5722 中醫保健: 經絡自療 鄭阿乾著作 2013-06-00 增訂版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3714 法寶壇經.般若品.無相頌講話 融熙法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9154 教師個案教學實務成果彙編 莊宗霖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9154 教師個案教學實務成果彙編 莊宗霖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9161 音樂教師之專業成長在藝術與人文領域上的助益莊宗霖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9161 音樂教師之專業成長在藝術與人文領域上的助益莊宗霖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9178 淺談國民教育成果彙編 莊宗霖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9178 淺談國民教育成果彙編 莊宗霖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正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摩西

送存種數共計：3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鄭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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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206 芳香經絡療法 陳淑岑, 陳淑茹編著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7826 天堂 川蜷実花, 阿信[作] 2012-0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7613 最理想的吃飯習慣: 自然.簡單&無負擔的地中海式飲食簡芝妍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620 健康活到老!老祖宗的長壽養生經 張妍, 劉麗娜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637 大家都愛的蔬食料理 王舒俞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644 跟著醫師學養腎: 腎好,青春不衰! 李曉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675 打造不生病的好個性: 你最想知道的五行人格算病書張名欽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682 一個人的快樂蔬食餐 王舒俞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712 品格的力量 薩繆爾.史密斯(Samuel Smiles)著; 李小丹編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729 百變健康素豆腐: 好吃易作的60道創意豆腐料理邱寶鈅著 2013-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247736 阿嬤的自然養生方: 79個有醫學根據.有效緩解疼痛的自然養生方養沛文化編輯部策劃編輯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47743 養出不致癌的好體質: 醫藥世家代代相傳的自然養生法劉麗娜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750 彩虹飲食驚人的療癒力 簡芝妍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701 何宗宜花鳥習作集 何宗宜著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8999701 何宗宜花鳥習作集 何宗宜著 2013-10-00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廣告與市場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德安姿產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銳耳創作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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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0417 北海道 墨刻編輯部作; 墨刻攝影組攝影 2011-11-00 增訂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90417 北海道 墨刻編輯部作; 墨刻攝影組攝影 2011-11-00 增訂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90431 紐西蘭 蔣育荏, 墨刻編輯室作; 周治平, 墨刻攝影組攝影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431 紐西蘭 蔣育荏, 墨刻編輯室作; 周治平, 墨刻攝影組攝影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448 澳洲. 2 蒙金蘭, 墨刻編輯室作; 墨刻攝影組攝影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448 澳洲. 2 蒙金蘭, 墨刻編輯室作; 墨刻攝影組攝影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455 彰化金牌旅遊王 吳榮邦, MOOK出版編輯部作.攝影 2011-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462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12-2013 墨刻編輯部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462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12-2013 墨刻編輯部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493 澳門.深圳.珠海 陳惠瑛, 墨刻編輯部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493 澳門.深圳.珠海 陳惠瑛, 墨刻編輯部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509 出發!澳洲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蒙金蘭, 墨刻編輯室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509 出發!澳洲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蒙金蘭, 墨刻編輯室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516 海平面以上,3275M以下,迷戀單車國道: 臺灣.用騎的最美陳忠利作.攝影 2012-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523 新北市金牌旅遊王 周麗淑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547 倫敦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547 倫敦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554 Check in臺灣極境旅宿50+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561 精彩.馬祖: 風光一百年的經典盛事: 建國百年觀光典藏年鑑. 2011劉德全總策劃 2012-03-00 平裝 2

9789862890646 大東京自遊人 呂宛霖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646 大東京自遊人 呂宛霖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653 不走尋常路,玩出新疆味: 與15年新疆旅遊達人一起邊境探險馬維易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653 不走尋常路,玩出新疆味: 與15年新疆旅遊達人一起邊境探險馬維易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707 瑞士 李曉萍等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707 瑞士 李曉萍等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714 巴黎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721 義大利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黃文玲等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738 京都美好散策,Milly的私旅風景: 從住宿開始的美食、咖啡、寺院小旅行Milly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2

墨刻

第 552 頁，共 617 頁



9789862890745 日本鐵道旅行: 日本跨界大縱走 墨刻編輯部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745 日本鐵道旅行: 日本跨界大縱走 墨刻編輯部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769 香港澳門攻略完全制霸. 2013-2014 周玲君, 潘家偉, 墨刻編輯室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806 巴黎 林志恆,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806 巴黎 林志恆,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837 北海道自遊人 墨刻編輯部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844 香港老味道: 港仔的巷弄秘店50+ 吳家輝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851 洛杉磯 舊金山 拉斯維加斯 蔣育荏, 墨刻編輯室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851 洛杉磯 舊金山 拉斯維加斯 蔣育荏, 墨刻編輯室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882 新加坡 Jane, 墨刻編輯部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943 高雄金牌旅遊王 陳婷芳文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950 口水流得恐龍又大象!: 貪吃鬼與壞骨頭環遊世界的手繪美食旅行Anita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950 口水流得恐龍又大象!: 貪吃鬼與壞骨頭環遊世界的手繪美食旅行Anita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967 世界遺產全書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967 世界遺產全書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974 九州自遊人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0981 德國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許芳華, 林安慧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981 德國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許芳華, 林安慧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0998 出發!紐西蘭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001 首爾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001 首爾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018 英國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91018 英國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91025 出發!瑞士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李曉萍,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025 出發!瑞士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李曉萍,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032 出發!德國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032 出發!德國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049 新大臺中攻略完全制霸 林世傑,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056 高雄美食攻略完全制霸: 夜市美食全導覽 熱門人氣小吃大集合 超過1000款精采絕倫在地高雄味林資香等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063 台灣,用騎的最美: 和她騎出屬於自己的單車故事陳忠利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063 台灣,用騎的最美: 和她騎出屬於自己的單車故事陳忠利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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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91070 大西藏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周治平, 墨刻攝影組攝影 2013-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087 新加坡地鐵地圖快易通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094 京都大阪神戶攻略完全制霸. 2013-2014 MOOK編輯部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094 京都大阪神戶攻略完全制霸. 2013-2014 MOOK編輯部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00 臺南日和,老房子小旅行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00 臺南日和,老房子小旅行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17 荷蘭.比利時. 盧森堡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17 荷蘭.比利時. 盧森堡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24 臺灣旅宿攻略完全制霸 謝小湘, 墨刻編輯部文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131 沖繩地圖隨身go: 5天4夜自由行. 2 黃紘君, 墨刻編輯室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148 捷克.匈牙利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91148 捷克.匈牙利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91155 跟著小農去旅行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55 跟著小農去旅行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62 苗栗金牌旅遊王: 通霄苑裡銅鑼三義 南庄卓蘭泰安 散步輕旅行蔡蜜綺等文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179 香港澳門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79 香港澳門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86 北海道攻略完全制霸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86 北海道攻略完全制霸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93 宜蘭人在這裡吃!: 超人氣宜蘭小吃大搜秘101+ 林宗評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193 宜蘭人在這裡吃!: 超人氣宜蘭小吃大搜秘101+ 林宗評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209 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209 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216 法國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91216 法國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91223 宜蘭自遊散策 林世傑, 容雨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223 宜蘭自遊散策 林世傑, 容雨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230 加拿大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 許芳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247 東京出發,享受吧 休日好時光: 鎌倉.輕井澤.熱海.箱根.松本.日光+東京都新風景Milly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254 手作鋪的微旅行: 就是要慢慢逛、買好物、吃好料、品美學: 設計控X咖啡痴X美食客X攝影咖X生活道具迷的臺中美好散策林佩君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261 京都Day by Day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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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91261 京都Day by Day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278 義大利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278 義大利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285 紐約.波士頓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292 臺北設計好店攻略完全制霸 涂大明等文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308 首爾地鐵: 地圖快易通 柯玟, 墨刻編輯部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315 澳門老故事.慢時光小旅行: 食好味.聽故事或慢慢散步7種澳門時光舊旅行Cindy, Wei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322 洛杉磯.舊金山Day by Day 墨刻編輯部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339 曼谷清邁攻略完全制霸. 2014-2015 蒙金蘭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339 曼谷清邁攻略完全制霸. 2014-2015 蒙金蘭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346 紐約地鐵: 地圖快易通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2891353 臺南高雄墾丁攻略完全制霸 陳婷芳, 墨刻編輯部文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360 越南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珂辰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9055 創意教學與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連嘉宏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5837 依持正法,幸福美滿 釋從慈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3249 普通物理學(精華版) Halliday, Resnick, Jearl Walker原著; 呂正中, 周榮芳, 莫定山譯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寬雨書藝社

送存冊數共計：1

德林念佛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歐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136

黎明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555 頁，共 617 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800 葉寬雨書畫冊. 第一輯, 永銘客家 葉寬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1207 亮麗人生: 賴文明創作集. 2010 賴文明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9106 一起來學手作人最愛的小盆花 佐々木じゅんこ著; 張粵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113 拿起花剪學插花!初學者的第一堂花藝課: 你一定要知道花草事!enterbrain著; 陳筱芬, 郭清華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137 從陽台到餐桌の迷你菜園: 親手栽培.美味&安心Boutique-sha著; 蔡依倫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144 手作美好花時間: Fan Fanの新手花藝課 FanFan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613 亞瑟的悲劇 亞瑟.菲利普斯(Arthur Phillips)著; 陳信宏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620 另一個腦: 開啟思考、記憶、健康與疾病的未知領域道格拉斯.費爾茲(R. Douglas Fields)著; 楊宗宏, 楊凱雯, 潘震澤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637 百年追求: 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 自治的夢想陳翠蓮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644 百年追求: 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二, 自由的挫敗吳乃德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651 百年追求: 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三, 民主的浪潮胡慧玲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668 食物的全球經濟學: 從一片披薩講起 保羅.特倫默(Paul Trummer)著; 洪清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4123 調好氣血水,讓素顏年輕10歲的凍齡美肌按摩術: 隨時隨地按穴道,解決鬆弛、毛孔、痘痘、暗沉、水腫、乾燥6大肌膚問題柳本真弓作; 蔡麗蓉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4130 6分鐘健壯猛!64招速效型男塑肌法: 專業教練直授,家裡就是健身房!抓緊零碎時間循序漸進,精實身材自己打造!潮男塾編輯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

潮客風

送存冊數共計：1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廣居堂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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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3693 世界最溫馨的人生智慧 黃明濤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709 世界最完美的陽光人生 王泓逸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723 給心靈的200則人生感悟 陳依帆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730 世界最溫馨的人生哲理 黃明濤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747 手到病除 漆浩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754 世界最優美的散文選 大衛.梭羅等作; 徐漢林編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761 世界最著名的名人傳記 江又聲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778 一年四季都在用的中醫養顏經: 黃帝內經與本草綱目的養生書張小暖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785 一年四季都在用的24節氣養生術: 全家365天的保健計畫黃明達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792 世界最偉大的帝王 林郁樺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808 心靈感悟枕邊書 秦志偉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815 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經典 李旭東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822 給天使飛翔的翅膀: 作家父親寫給女兒的心靈書蔣光宇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839 世界最神奇的氣場修練術 李上卿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846 說話術: 讓對方心悅誠服地接受 柯建華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853 世界最偉大的西洋文學經典 吳明賢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860 世界最完美的閱人術 王牧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877 情商: 如果你不懂EQ,那就真的太落伍了 克里.摩斯(Kelly Morth)著; 譚春虹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884 心靈致富: 激發價值百萬美元的無限潛能 查爾斯.哈奈爾(Charles. Haanel)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891 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家 林郁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907 李叔同談禪論佛: 生活中自有菩提,靜心乃天性智慧李叔同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914 世界最完美的哈佛情商課 鄧東文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921 心靈平靜,就會遇見喜樂的內在世界 周紹賢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938 世界最完美的逆商AQ 譚春虹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945 希望之鑰: 給自己37堂宇宙最神奇的心靈財富課查爾斯.哈奈爾(Charles Haanel)原著; 莊慈芬編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952 世界最好用的心理戰術 裴燁榮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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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1083 單車環臺聖經: 一本搞定環臺夢 單車誌編輯小組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0503 網路強人會 于文暢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5808 在豔陽下孵夢: 蔡許惠蘭詩與畫集 蔡許惠蘭作 201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3919 iF design award china yearbook. 2010 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 gmbh 2010-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8955 甘露滴: 神聖教言. 第一冊, 大寶伏藏 第十二世慈怙灌頂大司徒仁波切講授; 蓮花法燈中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8962 甘露滴: 神聖教言. 第二冊, 噶舉密咒藏 第十二世慈怙灌頂大司徒仁波切講授; 蓮花法燈中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8979 甘露滴: 神聖教言. 第三冊, 口訣藏 第十二世慈怙灌頂大司徒仁波切講授; 蓮花法燈中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8986 甘露滴: 神聖教言. 第四冊, 全知寶藏 第十二世慈怙灌頂大司徒仁波切講授; 蓮花法燈中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8993 甘露滴: 神聖教言. 第五冊, 廣大教言藏 第十二世慈怙灌頂大司徒仁波切講授; 蓮花法燈中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慧眼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廣智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蔡許惠蘭油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商意符國際論壇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6

輪彥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億起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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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4640 香料小百科 崔壽根, 崔惠真撰; 劉芸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671 突襲錯誤科學觀念大作戰 鄭智淑, 黃新榮, 申愛景作; 郭淑慧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34688 核必如此 申英植文.圖; 金炫辰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695 巧克力小百科 高永珠撰文; 劉芸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701 三明治筆記 術婦人作; 曹玉絢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725 圖解漫畫易經 馮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732 突襲錯誤數學觀念大作戰 方貞淑作; 蘇世甄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34749 甜點小百科 金邦虎撰文; 劉芸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756 行銷成功案例小百科 李耕勳作; 戚先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770 誰來愛地球 申英植文.圖; 金炫辰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217 最終戰爭 戰爭史大觀 石原莞爾著; 郭介懿譯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2224 羅馬的崛起: 西方最偉大帝國的建立 安東尼.艾福瑞特(Anthony Everitt)著; 翁嘉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6210 跨越二十一年創作的暗示: 布拉姆斯兩首大提琴奏鳴曲之演奏詮釋歐陽伶宜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7937 德國藝術歌曲的誕生: 「致遠方的愛人」-貝多芬、舒伯特歌曲選粹之夜分析及演唱詮釋鄧吉龍撰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歐普思音樂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媛書房

送存冊數共計：10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歐陽伶宜大提琴音樂方程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0

第 559 頁，共 617 頁



9789862785300 婚約 鄭媛作 2013-08-00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785317 婚約 鄭媛作 2013-08-00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785607 王的復仇 寧靜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614 妃子來也 羽嫣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621 公主哪有這麼壞 安琪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638 王妃不下堂 于媜著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5645 愛讓我們住一起 棠芯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652 女僕達令 辛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669 拒絕嫁王爺 容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676 帝王請勿動心 洛彤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683 替身王后 芙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690 乞兒皇妃 唐絹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706 幸福一加一 棠芯著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5713 轉世愛上妳 黎沁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720 轉世格格 黎沁著 2013-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5737 舊愛找麻煩 棠芯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744 皇妃當家 唐絹著 2013-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5751 拒絕當皇妃 芙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768 丫鬟皇后 洛彤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775 契丹王妃 容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782 期間限定我愛妳 辛卉著 2013-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5799 幸福從心開始 夏天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805 盛世王妃 谷萱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812 公主也愁嫁 安琪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829 美人江山 羽嫣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836 郡主小婢 紀珞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843 妃常淡定 唐絹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850 最後決定當王妃 洛彤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867 愛妳純屬意外 辛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874 可不可以也愛我 鄭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881 一見鍾情愛上妳 寧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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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785898 幸福一人未滿 季潔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935 妃傾天下 洛彤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942 公主嫁到 安琪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959 戀愛見習中 十三月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966 命中註定嫁給你 棠芯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973 真愛歡迎光臨 寧靜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459 拒做下堂妃 安琪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466 閒妃當家 洛彤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473 傾城皇妃 紀珞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480 小資女孩翻身記 十三月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558 我的野蠻皇妃 洛彤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572 刁蠻公主出嫁記 安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688 戀愛賞味到期 十三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695 說好不愛總裁 棠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718 剩女又怎樣 寧靜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800 總裁的小祕書 棠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980 進擊的總裁 季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5997 這次換我愛上妳 寧靜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497 宮婢為后 安琪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0503 誰說非得愛總裁 棠芯著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000 獨佔特助 季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017 轉角遇見幸福 十三月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024 總裁誘妻 于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031 丫鬟賢妃 紀珞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048 妃妳不可 易淳著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055 幸福合約未到期 辛卉著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062 總裁強愛妳 蘭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079 幸福敲敲門 寧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086 對不起,愛到妳 子艾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60

送存種數共計：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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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8503 西瀛吟社詩集 謝霞天等作 2011-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4201 生命教育融入國文課程: 閱讀與書寫 曾麗玉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9429 成功大學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陳益源主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9436 閩南文化札記 陳益源, 柯榮三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9245 龜倉雄策: 日本現代設計之父 龜倉雄策作; 張英裕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29252 新.裝幀談義 菊地信義作; 郭尹盈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29214 與設計向前行: 田中一光 田中一光作; 張英裕翻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29238 原研哉.現代設計進行式 原研哉作; 張英裕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087 若然景 王舒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4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樹人醫專

送存冊數共計：1

樂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磐築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4

澎縣西瀛吟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誼興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562 頁，共 617 頁



9789868067097 樹人學報. 第九期 黃文典總編輯 2011-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2384 安琪老師的24堂課. I, 1~6堂課: 給我30小時 我許你一身好手藝程安琪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62483 Paco上菜: 西班牙美味家常料理 Mr.Paco著; 邱思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506 營養師最推薦的養生蔬果114種吃法: 讓你遠離文明病、變美更健康佟姍姍, 楊志雄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513 傅培梅的家傳菜 程安琪, 林慧懿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520 首爾糕點主廚的人氣餅乾: 美味星級餅乾x浪漫點心包裝=100分甜點禮物卞京煥作; 陳郁昕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544 營養師推薦的健康養生活力飲: 一天一杯,幫你排毒、養顏、抗老、增加抵抗力!!盧美娜, 徐銘駿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551 千滋百味絞肉香 程安琪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568 果醬女王 于美瑞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575 遇見一只鍋: 愛蜜莉的異想廚房 Emily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582 嬰兒副食品聖經: 新手媽媽必學205道副食品食譜趙小英著; 李靜宜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599 燉一鍋x幸福 愛蜜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605 給晚歸的家人做頓簡餐: 一百道冰箱常備料理 程安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612 餅乾教室: 幸福的原味 許正忠, 張德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629 60款人氣糖果一學就會!: 輕鬆做出甜蜜的好味道陳佳美, 許正忠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636 健康氣炸鍋教你做出五星級各國料理: 開胃菜、主餐、甜點60道一次滿足陳秉文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643 在家做醃菜&泡菜 程安琪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5238 Home: 巴黎建築師的居家風格養成術 印迪婭.邁達維(India Mahdavi), 瑟琳.迪洛絲(Soline Delos)作; 張一喬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245 Bistrot走進巴黎小酒館 Bertrand Auboyneau, Francois Simon著; 趙德明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5252 居酒屋煙燻料理: 一人小酌、朋友聚餐,輕鬆做59道美味煙燻下酒&實用選酒建議燻製道士作; 林盛月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276 Paris for Men寫給男人的巴黎 提埃希.李察(Thierry Richard)作; 粘耿嘉, 邱喜麗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283 馬克思的家常菜 提耶里.馬克思(Thierry Marx), 桑德琳娜.凱堤葉(Sandrine Quetier)著; 林雅芬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290 就愛Pasta!: 5種經典醬汁X7大料理原則X21種麵條特性全解,完全掌握義大利麵!伊崎裕之作; 王淑儀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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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65306 時尚設計全書 蘇.珍金.瓊斯(Sue Jenkyn Jones)作; 刑曼雲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5313 快樂的植物染: 26種植物、8種染法複合5種材質,染出迷人自然色彩!松本道子作; 沙子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320 空間練習 小嶋一浩等編著; 蘇文淑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337 鹽的魔法料理: 慢食主廚教你用35種特色鹽款,做出70道美味義式料理奧田政行作; 謝晴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344 一級建築師的100個居住智慧: 現代人幸福有感的家宅初心丸谷博男作; 蘇文淑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368 放手畫禪繞: 我的100種禪繞畫練習 珊迪.史汀.巴塞洛繆(Sandy Steen Bartholomew)作; 喬喻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6118 彬彬要你管 王美慧文; 劉鵑菁圖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6125 跟著節日去旅行. 秋季篇 楊小波文; 徐秀如插畫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149 可怕的鞋印 鄭宗弦文; seven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156 創意讀寫真快樂 沈達信編著; 徐秀如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6163 誰要和烏龜賽跑 楊英蓉文; 麻三斤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187 挑戰閱讀理解力 許育健, 林冬菊, 周宏智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06194 老師接到「鬼」來電 鄭宗弦文; seven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224 挑戰閱讀理解力 陳欣希等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108 沒人敢說的事實: 核能、 經濟、 暖化、脫序的能源政策陳立誠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6122 經典爵士鋼琴大師的音樂世界 張凱雅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6139 最後50個希望 顏志豪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6146 破案關鍵: 指紋、毛髮、血液、DNA,犯罪現場中不可不知的鑑識科學陳用佛, 鄒濬智, 沈文聖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6153 易經與經營之道 張建智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6177 瓶外卮言: 《金瓶梅》研究 姚靈犀原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6184 雷震傳: 民主的銅像 范泓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6191 往事非煙 雷雯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308 驀然發現: 碧果詩集 碧果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2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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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85315 金蓮小腳: 千年纏足與中國性文化 柯基生著 2013-09-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8985322 思無邪小記: 姚靈犀性學筆記 姚靈犀原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339 漫說超導體 孫又予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346 回歸五四: 苦難的歷程 姜弘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353 裸女的風情萬種 方秀雲著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8985360 獵海者: 江中明詩選 江中明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377 情非得已 陳綺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384 顏色革命 吳非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5391 國際傳播與國際政治: 傳媒時代的外交新局 吳非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4607 紅與灰 昆吾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4614 世界的啟蒙者 蔡曉濱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4621 戴笠與十三太保 局外人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4638 草香玉暖: 新疆品物手札 徐興梅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4652 這麼一個花香黃昏: 陳維賢散文集 陳維賢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4669 打破悶經濟: 新區域主義的動力學 林佳龍等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4683 水袖.畫魂.胭脂: 劇本集 王安祈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4690 我與我父親林殿烈: 臺共家屬紀實 林友彥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6217 環境治理: 臭氧層耗損與全球暖化 林文謙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3007 新臺灣壁畫隊,蓋白屋 蔣耀賢, 商毓芳總編輯 2011-07-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0248 賣出訊號 董鍾祥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552 李佛摩操盤術詳解 陳文慶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569 探金實戰.作手談股市內幕 齊克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576 柏格頭投資指南 Taylor Larimore, Mel Lindauer, Michael LeBoeuf著; 劉道捷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7

橋仔頭白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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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320583 用賭場思維交易就對了 Richard L. Weissman著; 黃嘉斌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590 擊敗控盤者 徐崇舜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606 股票作手回憶錄(註解版) Edwin Lefevre著; Jon D. Markman註解; 齊克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320613 股票作手回憶錄(註解版) Edwin Lefevre著; Jon D. Markman註解; 齊克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320620 圖解B-Band指標 董鍾祥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77627 墨菲論市場互動分析 約翰.墨菲(John J. Murphy)著; 羅耀宗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6813 水之湄: 日月潭水彩畫記 孫少英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3246 愚者的片尾 米澤穗信著; Hana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567 繞遠路的雛偶 米澤穗信著; 阿夜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574 倒錯的歸結 折原一著; 高詹燦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581 百蛇堂: 怪談作家述說的故事 三津田信三著; 王華懋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598 我是夏洛克.福爾摩斯 柳廣司著; 劉姿君譯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43604 醫院坡上吊之家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43611 醫院坡上吊之家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5273 西班牙語語言暨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拉丁美洲獨立兩百週年紀念. 第十屆曾麗蓉主編 2011-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7

靜宜大學西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資傳系

送存冊數共計：10

盧安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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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95969 文化數位創意加值競賽優秀作品集. 2013 楊孟蒨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95976 兩岸瀕危語言典藏及語言振興訓練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靜宜大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編著 2013-07-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5877 客家情客家味: 簡易上手客家菜 古佳以, 陳穎萱, 鍾欣峰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5990 際遇: 楊炯杕版畫創作個展 梁美慧執行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39231 選修化學(普通高級中學)(九十七課綱) 黃業建等編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239262 職業學校國文. V(九十七年課程綱要) 王靖芬等編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286 普通高級中學國文. 1(九十九年課程綱要) 王靖芬等編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347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數學甲. 上 柯建彰等編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361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數學乙. 上 柯建彰等編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415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上, 論語選宋裕, 黃亦凡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507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生物(九十七年課綱) 趙大衛等編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239514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物理(九十七年課綱) 姚珩等編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239675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數學甲. 下 柯建彰等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682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數學乙. 下 柯建璋等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705 職業學校國文. VI(九十七年課綱) 王靖芬等編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842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下, 孟子學庸選宋裕, 黃亦凡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903 普通高級中學數學. 1(乙版) 柯建彰等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066 普通高級中學數學. 2(乙版) 游森棚主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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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99637 DSLR: 觀念、技巧與原理 冼鏡光作 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99644 應用美術. II 蔡伶霞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99668 Verilog硬體描述語言數位電路設計實務 鄭信源編著 2013-02-00 八版 其他 1

9789574999675 EM78P447S微控制器原理與I/O應用 劉銘中, 張獻中編著 2013-03-00 四版 其他 1

9789574999682 化妝造型設計 顏國華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99699 美容乙級技術士檢定: 設計圖解 施雨辰, 李蘭芬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98838 工程數學 陳自雄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998876 縫紉. IV 陳素瑜, 杜淑芬編著 201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98883 Computer hardware 101: 主機板設計實用指南 阿泰編著 201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98890 人體生理學概論. I 楊靜修編著 2010-0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0467 金光明經 2012-03-00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8640474 護法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40481 傳承上師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40498 觀世音傳奇: 妙善公主 丁善璽編劇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27407 供佛大齋天科儀 廣慈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8927414 趙孟頫墨寶: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趙孟頫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438 相解: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40429 龍藏經: 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圖像本 2013-10-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1488 清らかな智慧 釋證嚴著; 陳植英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1495 孝的真諦(英文版) 釋證嚴作; 美國總會文發室翻譯團隊翻譯 2013-10-00 1st ed.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0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靜思人文

送存冊數共計：14

儒林

送存種數共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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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661501 說法無量義無量 釋證嚴講述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8665 旋律與和聲進階練習. 第三冊 林則薰作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8778672 鋼琴曲聽奏練習教本. 7.6級 林則薰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8778689 視奏進階練習. 第一冊 林則薰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8778696 終止式與聽奏練習教本 林則薰作 2013-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91101 視奏進階練習 林則薰作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64579 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一刻 紀嘉華[著] 2011-03-00 平裝 1

9789578664586 百年好合心存好藝: 臻品二十一周年義賣展. 2011 2011-09-00 平裝 1

9789578664593 隨想.隨寫 張麗莉口述; 張麗莉, 李亞琪文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4609 逆時光: 臻品二十二週年邀請展. 2012 鄭堯君編輯 2012-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664616 王興道: 纏山行旅: 臺灣島風景圖. 2010-2012 鄭堯君編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4623 Toy Story玩具總動員. 2013: 臻品二十三週年展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664562 忠誠祝福: 臻品二十周年邀請展. 2010 蔡少祺資料彙整; 李亞淇藝術總監 2010-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509 未識水溫: 老師與彩雲的故事 孟文作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137 一定要學會的72款餅乾 何國熙, 魏琴, 陳明裡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賴高山藝術紀念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膳書房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學音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臻品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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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98144 65款手作經典蛋糕 陳明理, 何國熙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151 經典之最風味甜點書 潘楚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168 用網路作生意 梁瓊白, 黃春慧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175 精選人氣常溫蛋糕 何國熙, 許燕斌, 吳青華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4643 臺灣女童在一九四0年代的學校經驗 陳玉珍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4872 教育哲學. 隱喻篇 林逢祺, 洪仁進主編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4889 助人技巧: 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 Clara E. Hill著; 林美珠, 田秀蘭譯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624896 現代行銷管理 劉菊梅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4902 如何寫出卓越的學位論文 Randy L. Joyner, William A. Rouse, Allan A. Glatthorn著; 彭孟堯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4919 哲學要義: 智的追求 David Stewart, H. Gene Blocker, James Petrik原著; 但昭偉主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0015 墨象游藝: 穆然書會辛卯聯展 江玉美, 蔣妙真執行編輯 2011-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7066 週末閱讀(低年級) 國語科編寫小組編著 2010-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397080 週末閱讀(低年級) 國語科編寫小組編著 2010-08-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397103 週末閱讀(中年級) 國語科編寫小組編著 2010-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397127 週末閱讀(中年級) 國語科編寫小組編著 2010-08-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397141 週末閱讀(高年級) 國語科編寫小組編著 2010-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397165 週末閱讀(高年級) 國語科編寫小組編著 2010-08-00 平裝 第4冊 1

送存冊數共計：2

學萌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5

學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穆然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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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6830 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 2013 高文媛等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206875 物理系、工學院電動力學筆記 蘇宏德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46164 酷玩影音剪輯Ezgo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6646324 同班同學全彩非常好色9 林俞貝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2804 跟著太爺學中醫: 一個傳統中醫的成長歷程 余浩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811 念力的祕密. 2, 發揮念力的蝴蝶效應 琳恩.麥塔格特(Lynne Mctaggart)著; 王原賢, 何秉修譯2013-09-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362828 我們都是外星人,你來自哪個星球? 法魯斯著; 桑田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3835 高雄城市商品CAD品牌認證年鑒. 2013 2013-09-00 精裝 2

9789867013835 高雄城市商品CAD品牌認證年鑒. 2013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3

親親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橡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樹德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曉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園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澳登堡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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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64504 南極北極: 冰雪覆蓋的白色世界 何佳芬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4511 非洲: 大型野生動物的家 何佳芬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4528 大洋洲: 被大海擁抱的樂園 何佳芬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4535 亞洲: 面積最大的陸地 何佳芬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4542 美洲: 文化的大熔爐 何佳芬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4559 太空與地球 何佳芬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4566 歐洲: 浪漫的藝術殿堂 何佳芬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4573 大自然的魔術師 孫婉玲作; 達志影像等圖片; 吳嘉鴻插圖 2014-03-00 精裝 1

9789865964580 音樂Do Re Mi 王元容作; 張麗真插圖 2014-07-00 精裝 1

9789865964597 春天的小花草 孫婉玲, 何佳芬作; 陳振豐攝影; 鄭雪芳插圖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5964603 雨後的小傘: 菇 王元容, 何佳芬作 2014-05-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09172 創作, 是心靈的療癒的旅程 茱莉亞.卡麥隆(Julia Cameron)著; 鍾清瑜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196 擁抱黑狗: 如何照顧憂鬱症患者, 同時不忘呵護自己馬修.約翰史東(Matthew Johnstone), 安絲莉.約翰史東(Ainsley Johnstone)著; 祁怡瑋譯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4734 蓮師心要建言: 蓮花生大師給予空行母伊喜. 措嘉及親近弟子的建言輯錄娘.瑞.尼瑪.沃瑟等取藏; 江翰雯, 孫蕙蘭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1592 繁星若塵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葉李華譯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1608 星空暗流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葉李華譯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1615 蒼穹一粟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葉李華譯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1622 狗狗行為調整訓練全書: 零痛苦、無脅迫,有效改善你希望愛犬改掉的問題行為葛蕾莎.史都華(Grisha Stewart)著; 龐元媛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646 WWW.驚奇 羅伯特.索耶(Robert J. Sawyer)著; 吳妍儀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684 聽說桐島退社了 朝井遼著; 黃薇嬪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691 仰望夜空: 全世界最想知道的362個宇宙奧祕 摩爾(Patrick Moore), 諾斯(Chris North)著; 鍾沛君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1707 小女子的專長是開膛: 我的外科女醫之路 白映俞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714 每天多睡十五分鐘!上班族媽媽輕鬆工作X育兒94招上班族媽媽啦啦隊編; 鍾淑芝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橡樹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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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621721 金窩、銀窩、狗窩: 舒適家居的設計原理(經典復刻版)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著; 譚天譯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1738 圖說日治臺北城 徐逸鴻繪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1752 第二性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 邱瑞鑾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621776 甲蟲王者: 50隻最強、最美的臺灣獨角仙、鍬形蟲圖鑑周文一文; 雲橙設計有限公司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783 夢的科學: 解析睡眠中的大腦 蘿柯(Andrea Rock)著; 吳妍儀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1790 郭和昌醫師告訴你: 孩子高燒要當心 別讓川崎症傷了寶貝的心臟: 川崎症完全自檢、治療指南郭和昌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806 哥倫布大交換: 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著; 鄭明萱譯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1813 唐拔博士的狗狗訓練完全指南 唐拔(Ian Dunbar)著; 聞若婷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820 暮光玫瑰修道院: 到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探訪吸血鬼羅的好, 天寒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837 迷聲人魚. 3, 失落的國度 莎拉.波特(Sarah Porter)著; 何修瑜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844 星空球 吳昌任, 林詩怡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8270 海峽兩岸體育運動休閒發展學術研討會議程暨論文集. 2013年樹德科技大學管理學院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著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7143 基礎生物月考王. 上 陳若潔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266 基礎物理月考王. (一)全 楊樹基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297 英文 林玉萍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77303 高職英文分冊參考書 蘇莉雯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77310 餐飲採購 林明珠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77327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A版). 4 周薆玫, 呂清芬, 黃妙慈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334 普通高級中學國文. 4(99課綱) 何寄澎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358 統測必考: 數學高頻率題型 廖志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錦繡中華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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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0196 實質課稅與行政法院判決 葛克昌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202 刑法分則釋義精解 彭國能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219 不信公理喚不回: 免刀膠帶專利案 楊斌彥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226 力爭公義: 免刀膠帶專利案 楊斌彥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233 進步的發明v.進步的判決: 專利法案例 徐宏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240 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考照法規全集 蔡國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257 天光的臺灣: 施正鋒20年短篇文選 施正鋒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110 品格與品德 蔡墩銘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38467 王的調教路 泠豹芝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38474 王的調教路 泠豹芝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38481 綿羊的逆襲 辛嘉芬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38498 綿羊的逆襲 辛嘉芬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38504 索魂鏡 水曼舞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511 鬼紅鞋 羅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528 灰骨娘 卡卡加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535 鬼來信 異仙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542 怨靈禁區 黑麒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559 躺下!學長 風夜昕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566 滾開!爵爺 千舞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573 脫吧!國王 志藍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580 鬼童伴 水曼舞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597 帳房的寶貝 綠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603 鬼迷藏 笭菁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627 王的傲嬌僕 泠豹芝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38634 強娶大少 若兮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641 壓寨嬌夫 梓意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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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438658 噬魂夜 黑麒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665 厲陰湖 水曼舞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5046 誤釣風流龍君 萬語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5077 傲貓與溫獅 辛嘉芬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5640 盜版法師 血隱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9012 琉璃子. 第1-2卷 王唯茜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4441 我要飛上青天: 航空入門必備專書百年航空典藏史陳湘陵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245 嶺東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2012 賴紹翔等著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8467 手藝薪傳 謝其煚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6577 絹 亞歷山卓.巴瑞科(Alessandro Baricco)文; 海貝卡.朵特梅(Rebecca Dautremer)圖; 葉子啟, 曹慧譯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6584 光明之戰 潔米欣(N.K. Jemisin)著; 周沛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其煚鄉土人文影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繆思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百科電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3

優尼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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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26591 大鼻子情聖 泰伊-馬克.勒當(Tai-Marc Le Thanh)文; 海貝卡.朵特梅(Rebecca Dautremer)圖; 程俊華譯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6607 芭芭亞嘎 泰伊-馬克.勒當(Tai-Marc Lethanh)文; 海貝卡.朵特梅(Rebecca Dautremer)圖; 曹慧譯2013-09-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6026614 安徒生經典童話選 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文; 莉絲白.茨威格(Lisbeth Zwerger)選錄.插畫; 李建興, 葉昀譯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6621 算術師傅的難題 畠中惠作; Timeout, 陳姿瑄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638 謊言之影: 亞瑪迦地圖 言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26645 諸神末日 潔米欣(N.K. Jemisin)著; 周沛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507 韓香君畫展專集 韓香君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7545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與解析: 含:公文格式及用語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8847552 公民歷屆試題與解析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8847569 英文歷屆試題與解析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8847576 稅務法規大意歷屆試題與解析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7583 財政學大意歷屆試題與解析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7590 土地法大意V.S土地行政大意: 分篇精選試題與解析蕭華強編解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007 土地法大意歷屆試題與解析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014 土地行政大意歷屆試題與解析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021 法學大意歷屆試題與解析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038 行政學大意歷屆試題與解析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808 正解瑜伽哲理及實踐 祥傌南達達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0808 正解瑜伽哲理及實踐 祥傌南達達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0

薪宸宇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8

韓香君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總冠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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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224 煙花酒巷: 白丰中彩墨創作 李威震等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6231 與自然對話: 美籍中國畫家劉乃鵬 禪問國際藝術編輯委員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6475 塔羅,原來如此 陳小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482 我愛的人,要走: 身心靈臨終關懷手冊 許添盛口述; 謝明君執筆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6505 與賽斯對話 蘇.華京斯(Susan M. Watkins)著; 陳秋萍, 周莉萍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6436512 啟動靈感: 來自賽斯的41堂靈魂課 王怡仁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4987 仙女下凡 林美珍編著; 顏世文繪圖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0306 起鼓 出獅: 張遠榮的醒獅技藝 張遠榮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1150 尋找: 阿基里斯: 顧又銘寫真集 顧又銘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勝薪傳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趨勢文化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鴻順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禪問國際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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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39241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 另一種歷史書寫錢理群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0839807 幽默西遊. 六, 無臂羅漢拍腳掌 周銳著; 洪義男繪圖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534 海南的小羊 井上夕香著; 小林豊繪圖; 蘇懿禎譯 2013-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541 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 西田幾多郎著; 黃文宏譯注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565 單聲道: 城市的聲音與記憶 李志銘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572 視覺與認同: 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 Shu-mei Shih著; 楊華慶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589 月光族的10個煉金術 田邊南香作者.監修; 渡邊本漫畫; 拉拉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596 小資夫妻的10個存錢術 田邊南香作.監修; 渡邊本繪; 王麗芳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602 金瓶梅詞語(萬曆本) 聯經出版公司景印 2013-03-00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570841619 格理弗遊記 Jonathan Swift著; 單德興譯注 2013-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1626 重新解讀日本歷史 網野善彥著; 堯嘉寧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633 懲罰 張之路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640 中小學生必讀的溫暖故事 吳淑芳, 吳惠花, 忻詩婷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657 實用英語文法百科. 6, 介詞 吳炳鍾, 吳炳文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664 重訪保安村: 漢人民間信仰的社會學研究 丁仁傑著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671 圖解中國潮男 陳仲輝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688 沙漠的驢子 小林豊著.繪圖; 蘇懿禎譯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695 簡單: 打破複雜, 創造絕對優勢 Ken Segall著; 高子梅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701 楚亡: 從項羽到韓信 李開元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718 傅斯年: 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王汎森著; 王曉冰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725 烏龜也上網 張之路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732 擺脫死薪水,股票投資聰明滾錢 謝劍平, 林傑宸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749 滿洲國 遲子建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0841756 滿洲國 遲子建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0841763 魔鬼之舞 . 第一幕, 召喚 葉莉娜.布萊克(Yelena Black)著; 楊佳蓉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770 小傷疤 夏洛特.孟莉克(Charlotte Moundlic)著; 奧利維耶.塔列克(Olivier Tallec)繪圖; 李旻諭譯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787 最糟的假期? 夏洛特.孟莉克(Charlotte Moundlic)文; 奧利維耶.塔列克(Olivier Tallec)繪圖; 李旻諭譯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794 時尚潮宅DIY: 教你看透現代主義極簡風 Molly Jane Quinn, Jenna Talbott著; 李建興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800 背包韓語 王永一, 陳慶德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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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841817 地球文學結構 傅正明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824 圖解房子這樣買: 完全解答購屋108問 蘇于修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1831 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 黃中憲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855 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 蕭高彥著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862 如何考公職搶鐵飯碗? 聯合報編輯部企劃撰文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879 謎樣的清明上河圖 野島剛著; 張惠君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893 寂靜的花園 角田光代著; 劉子倩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1909 兩個人 齊米雷絲卡(Iwona Chmielewska)著.繪圖; 廖桂玉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923 世界飲食文化小百科 徐寶泫著; 申東根, 陳維霖繪圖; 曹玉絢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930 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 康德(Immanuel Kant)原著; 李明輝譯注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1947 橘子棒球隊的慶功宴 咸智瑟著; 佩妮.達拉斯特繪圖; 曹玉絢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954 法國王后的晚餐 郭善珠著; 南西.瑞巴(Nancy Ribard)繪圖; 曹玉絢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961 甜甜辣辣的回憶 尹熙庭著; 克里斯多福.柯爾(Christopher Corr)繪圖; 曹玉絢譯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978 拿坡里披薩萬歲! 姜敏京著; 安娜蘿拉.坎東(Anna-Laura Cantone)繪圖; 曹玉絢譯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985 馬斯德國香腸店 金蘭珠著; 多希娜.泰斯曼(Dorina Tessmann)繪圖; 曹玉絢譯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992 靜人活物 潘國靈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005 一本就通: 中國書法 王志軍, 張明慧, 永年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012 孔子辭典 傅佩榮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029 鬼門開 陳盈帆著.繪圖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036 惡童 燕娜.泰勒(Janne Teller)著; 吳岫穎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043 文法女王壓箱絕招: 寫出正確漂亮英文 蜜妮安.佛嘉蒂著; 張慎修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050 革命與反革命追憶: 從文革到重慶模式 丁學良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067 總舖師大辦桌 黃惠鈴著; 查理宛豬繪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074 烏夏阿姨的印度咖哩 金榮著; 安娜.哥黛雅西(Anna Godeassi)繪; 曹玉絢譯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081 尋找媽媽的炒鍋 金廷熙著; 盧正雅繪; 曹玉絢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098 土耳其烤肉大王 姜蘭淑著; 埃倫娜.托琪莉娜(Elena Tochilina)繪; 曹玉絢譯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104 提蒂安的禮物 徐寶泫著; 林光熙繪; 曹玉絢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111 木口爺爺的壽司 鄭明淑著; 鞠雪姬繪; 曹玉絢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135 白銀大未來 張雲量, 陳勇克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173 歐尼斯光譜保健法讓你的基因變得更好 狄恩.歐尼斯(Dr.Dean Ornish)著; 范振光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180 海濱小城的公車司機 西本雞介著; 小林豊繪圖; 蘇懿禎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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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842272 書生肝膽 陳賢文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425 征服者. 2, 弓馬梟雄 Conn Iggulden著; 許恬寧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449 黃碧端談文學 黃碧端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500 出外: 臺日跨國女性的離返經驗 邱琡雯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517 現代主義及其不滿 陳芳明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524 海島與半島: 日據臺韓文學比較 崔末順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531 真杉靜枝與殖民地臺灣 吳佩珍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548 超越50音.前進N5: 從中文字源好好學 陳亭如, 野田陽生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2555 宗教之詮釋: 人對超越的回應 約翰.希克(John Harwood Hick)著; 蔡怡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562 路 吉田修一著; 劉姿君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579 五弦琴 李維.平弗德(Levi Pinfold)著.繪; 陳佩筠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593 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 黃錦樹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609 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 陳芳明, 吳佩珍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616 愛讓我學會的10件事 Sarah Butler著; 林立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623 十路彈腿 徐紀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647 家在太平洋 林建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654 安身立命: 現代華人公私領域的探索與重建 李淑珍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661 思想史 思想史編委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678 孔子 白川靜著; 韓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685 多少才滿足?: 決定美好生活的7大指標 Robert Skidelsky, Edward Skidelsky著; 李隆生, 張又仁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692 小房子的法式風情 艾曼紐艾爾.瑟卡((Emmanuelle Piquart)著; 陳蓁美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708 春吹雪 加藤多一著; 小林豊繪圖; 蘇懿禎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760 儒者行: 孔德成先生傳 汪士淳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715 中小學生必讀的法治故事 吳淑芳, 吳惠花, 忻詩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722 時間的四個方向 齊米雷絲卡(Iwona Chmielewska)圖文; 曹玉絢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739 書寫青春. 10, 第十屆臺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聯經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746 唱了三千年的民歌: 詩經 楊照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753 所有人的孔老師: 論語 楊照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777 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 小島毅(Kojima Tsuyoshi)著; 王筱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784 日正當中.1917-1927 江勇振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2791 大學生英語了沒?: 關鍵2500單字 陳英輝, 陳淑娟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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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842807 找茶,就是找故事: 吳德亮人文茶畫攝影散文集 吳德亮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814 音樂與社會 思想編委會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821 背負一生 Carol Anshaw著; 許珮柔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838 宣德金牌啟示錄: 明代開拓美洲 李兆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845 謝沅瑾甲午年開運農民曆 謝沅瑾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852 中國悄悄占領全世界 胡安.巴勃羅.賈勒德納(Juan Pablo Cardenal), 埃里韋托.阿拉伍侯(Heriberto Araujo)著; 譚家瑜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869 大鬍子爺爺的桌子 趙銀晶作; 賓巴.蘭德門繪圖; 劉貞吟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876 水牛與小牧童 江尚恩著; 莎莉.麗萍繪圖; 周明玔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883 舞動擦鞋童 李惠達作; 珊卓.史翠藍繪; 劉貞吟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890 如果我是市長 塞西爾.金作; 瑞辛.奇瑞耶繪; 黃瑋琳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906 九分鐘 申惠恩作; 伊蕊.克拉爾繪; 陳介祜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937 兩把小提琴 金蘭珠作; 克莉斯汀.古勞特繪; 劉夏映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944 星期四小孩 姜成銀作; 賈彼.史威特考斯卡繪; 劉力銘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951 想當媽媽的克蕾特 江敏景著; 凱利.杜普瑞繪; 李黨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968 藍襯衫和紅袍子 塞西爾.金作; 沙娜.史丹利繪; 區國強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975 繪夢畫家 韓聖美著; 奧瑞莉亞.弗朗黛繪; 李良玉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982 艾蒂的番茄 尹汝林作; 克里斯多福.柯爾繪; 陳英哲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2999 芙蘿莉卡的冬天 塞西爾.金作; 安娜.巴布索, 依蓮娜.巴布索繪; 楊金龍譯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3019 地文誌: 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 陳智德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026 日夜書 韓少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088 征服者. 3, 白骨之丘 Conn Iggulden著; 許恬寧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132 偏安臺北 祁立峰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2433 易經占卜快易通 陳冠宇編著 2013-10-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440 祈福招財農民曆. 2014 陳冠宇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鴻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2

送存冊數共計：113

鴻運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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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4087 學科能力測驗社會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3 徐明軒等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74100 決戰學科能力測驗近五年歷屆試題社會考科. 103徐明軒等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74117 決戰學科能力測驗近五年歷屆試題英文考科. 103張翔, 林名祐, 陳思親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74131 決戰學科能力測驗近五年歷屆試題自然考科. 103王宇等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74162 宅實力!國中分冊講義理化. 3上 莫旻編著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2512 額濟納胡楊林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8982529 鬼斧神劈江郎山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8982536 張掖丹霞觀止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8982543 塞外居延海簡單的美麗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8982550 峻逸靈秀三清山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8982567 中雁蕩山玉甑峰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8982574 碧水丹霞武夷山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8982581 玉潔冰清四姑娘山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9014618 萬種風情楠楠寫真集 陳峻逸作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9014632 都會時尚鞏心個性寫真集 陳峻逸作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312 資料好神,敍說故事千百樣: 資料新聞學開講 林麗雲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3179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5-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6103872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0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戴維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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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03889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896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902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919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926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933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728792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0-08-00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31185 吞天. 2 奇禍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35145 騎誓.海淵騎士的破曉 蒲宮音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5213 Dr.少年解夢人 風念南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6395 神鑰 聿暘著 2013-02-00 二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6401 神鑰 聿暘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6418 神鑰 聿暘著 2013-10-00 二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036517 花武少女.龍舌蘭 羽千落作 2013-02-00 二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7132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10-00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7576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10-00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7583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09-00 二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7590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10-00 二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7538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3-09-00 二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7545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3-10-00 二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7989 天兵 俠盜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3038061 夜之貓執事 明日葉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8368 我的妹妹沒有公主病 啞鳴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8429 逢妖物語 花匠先生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9006 星際輪迴 鬼面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8962 狩夢者 蕭果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8788 羅斯利亞王國物語. IV さちみりほ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9

鮮鮮文化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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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039334 青火淨魂師 草子信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341 青火淨魂師 草子信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9129 星海王座 李雪夜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3039143 星海王座 李雪夜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3冊 1

9789863039686 星海王座 李雪夜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4冊 1

9789863039693 星海王座 李雪夜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15冊 1

9789863039150 無間西遊 青墨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039655 無間西遊 青墨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039167 大神攻略 戰鬥機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039174 天眼神算 溫酒煮刀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3039600 天眼神算 溫酒煮刀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11冊 1

9789863039181 領主紀事. 3 紫淵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34冊 1

9789863039617 領主紀事. 3 紫淵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35冊 1

9789863039198 星痕 胖大將軍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1冊 1

9789863039624 星痕 胖大將軍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3039204 邪惡救世主 不良仙人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9211 邪惡救世主 不良仙人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9631 邪惡救世主 不良仙人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9648 邪惡救世主 不良仙人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039594 強兵 李布衣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3039228 強兵 李布衣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039327 偏執狂事件簿 千川雪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9464 情迷吸血殿. II 梵卓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9471 情迷吸血殿. II 梵卓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9563 極惡王子的花嫁 松本帆加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570 逼良為妖 水善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400011 逼良為妖 水善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9662 狩夢者 蕭果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00004 狩夢者 蕭果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39679 觸手王 墨王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39921 星海王座 李雪夜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1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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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039938 星海王座 李雪夜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17冊 1

9789863039945 天眼神算 溫酒煮刀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3039952 邪惡救世主 不良仙人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039976 星痕 胖大將軍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13冊 1

9789863039990 觸手王 墨王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400035 偏執狂事件簿 千川雪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400042 我的妹妹沒有公主病. 番外 啞鳴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059 百鬼繚亂 祝融婕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400066 大正古董浪漫譚 小田原水映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400073 Dr.少年解夢人 風念南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400516 封魔使 李雪夜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2582459 骷髏魔導師 情終流水作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2886 骷髏魔導師 情終流水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2466 最後死神之完全攻略 平和万里作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2480 魔傳online. ver 2.1, 最佳情敵 游嘉月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2527 八方戰士 玄雨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3036 八方戰士 玄雨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2558 鬼僕 凌雲雪作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3067 鬼僕 凌雲雪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2619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2626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2633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2640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2657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2688 絕兵 神邦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582695 絕兵 神邦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582701 絕兵 神邦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582725 女鬼宿舍 周星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582732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582787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2862 虛擬戰士 漂浮物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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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82879 極品矮人王 蕭秋雪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582893 怪物美眉 月雨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2923 脫線妖奇檔案 蝙蝠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2947 魔傳online. ver 2.2 游嘉月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3012 言呪師 至愛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3029 言呪師 至愛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3043 天劍歌 章渝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3074 鋼鐵狂潮 大行者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3128 實習死神之未完待續 平和万里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3135 勇者之歌 七夜茶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3616 勇者之歌 七夜茶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3142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3739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3746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3159 骷髏魔導師 情終流水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3869 骷髏魔導師 情終流水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3180 第一名天使 Phoenix Y作 201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83197 學長!怕怕 平和万里作 201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83227 絕兵 神邦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583234 絕兵 神邦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583241 絕兵 神邦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583708 絕兵 神邦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583715 絕兵 神邦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583722 絕兵 神邦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583258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583807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583302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583654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583661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583678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583685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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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83272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3289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3296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83319 歧天路. 第二部 蕭潛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3845 歧天路. 第二部 蕭潛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3326 極品矮人王 蕭秋雪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583876 極品矮人王 蕭秋雪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583401 非凡戰記 紫淵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583449 言呪師 至愛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3456 言呪師 至愛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3548 八方戰士 玄雨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3579 鬼面聖徒 鬼面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583593 鋼鐵狂潮 大行者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3609 怪物美眉 月雨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3647 脫線妖奇檔案 蝙蝠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3692 魔傳online. ver 2.3,邪狼少女 游嘉月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3814 女鬼宿舍 周星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583890 唯一鬼差 茶海芋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3937 絕世好毒 豆子惹的禍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583944 絕世好毒 豆子惹的禍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583920 絕世好毒 豆子惹的禍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83975 言呪師 至愛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84033 鬼面聖徒 鬼面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584040 鬼僕 凌雲雪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4071 女生宿舍. 三: 烏龍抓鬼任務 超市凶器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4088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584095 龍之爭霸. 第二部 風回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584101 勇者之歌 七夜茶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4149 超級神猴 磨紀作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84156 異界旅客 平和万里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4163 戀愛奧客 平和万里作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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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84187 唯一鬼差 茶海芋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4194 唯一鬼差 茶海芋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4231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584224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84279 絕兵 神邦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584286 絕兵 神邦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584293 絕兵 神邦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584316 歧天路. 第二部 蕭潛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4347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584378 極品矮人王 蕭秋雪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584385 骷髏魔導師 情終流水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4415 絕世好毒. 第二部 豆子惹的禍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4422 絕世好毒. 第二部 豆子惹的禍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4514 鬼面聖徒 鬼面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584583 鋼鐵狂潮 大行者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4590 勇者之歌 七夜茶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4613 脫線妖奇檔案 蝙蝠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4620 罪惡之城 平和万里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4637 魔傳online. ver 2.4,王者任務 游嘉月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4644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584651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584743 絕世好毒. 第二部 豆子惹的禍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4798 大唐風流 風回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4804 大唐風流 風回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4828 鋼鐵狂潮 大行者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4873 鬼面聖徒 鬼面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584880 鬼僕 凌雲雪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84927 絕兵 神邦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584934 絕兵 神邦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584941 絕兵 神邦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2584958 唯一鬼差 茶海芋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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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84965 唯一鬼差 茶海芋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4972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585009 歧天路. 第二部 蕭潛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5023 神契 碎痕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585047 骷髏魔導師 情終流水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5054 極品矮人王 蕭秋雪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7259493 魔法鮮師 天玄地水作 2011-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7105820 地球魂靈 林佩著 2010-10-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051523 怪盜三人行 磨紀作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66277 考場追緝令 Phoenix Y作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66987 正太殺手 醉琉璃著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21006 大唐風流 風回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224823 大唐風流 風回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5061 勇者之歌 七夜茶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5078 怪物美眉 月雨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5085 地球魂靈 林佩著 2011-01-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5115 瘋狂的硬碟 銀河九天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5160 絕世好毒. 第二部 豆子惹的禍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5177 絕世好毒. 第二部 豆子惹的禍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5184 八方戰士 玄雨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5191 八方戰士 玄雨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5221 鋼鐵狂潮 大行者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5238 超級七辣 烏小白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5269 鬼面聖徒 鬼面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585276 鬼僕 凌雲雪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585283 絕兵 神邦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2585290 絕兵 神邦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2585306 絕兵 神邦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2585337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585344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585382 唯一鬼差 茶海芋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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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85399 唯一鬼差 茶海芋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5412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585429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585436 歧天路. 第二部 蕭潛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5481 極品矮人王 蕭秋雪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2585498 骷髏魔導師 情終流水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5504 不良檢察官 Phoenix Y作 2010-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85542 鬼面聖徒 鬼面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585559 鬼僕 凌雲雪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585566 勇者之歌 七夜茶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5580 脫線妖奇檔案 蝙蝠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5597 獵奇戰爭 平和万里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5634 鋼鐵狂潮 大行者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585627 鋼鐵狂潮 大行者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85641 地球魂靈 林佩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5726 絕世好毒. 第二部 豆子惹的禍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5733 絕世好毒. 第二部 豆子惹的禍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5825 大唐風流 風回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5832 大唐風流 風回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5856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585863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585870 唯一鬼差 茶海芋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5894 絕兵 神邦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2585917 吞天 奇禍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6433 吞天 奇禍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5924 歧天路. 第二部 蕭潛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5948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586037 絕兵 神邦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2586044 絕兵 神邦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2586051 唯一鬼差 茶海芋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86068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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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86075 極品矮人王 蕭秋雪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2586099 救鬼大作戰 平和万里作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86105 真假女王 醉琉璃作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86112 地獄特訓班 Phoenix Y作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86143 只有我知道的世界 御鬼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6150 只有我知道的世界 御鬼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6228 鋼鐵狂潮 大行者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586334 粉殺捉鬼團 醉琉璃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6341 勇者之歌 七夜茶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6358 怪物美眉 月雨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6389 大唐風流 風回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6396 大唐風流 風回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6402 大唐風流 風回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86440 唯一鬼差 茶海芋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586471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586525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586532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586549 歧天路. 第二部 蕭潛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6587 絕兵 神邦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2586617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586624 大說謊家 Phoenix Y著 2010-10-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586709 鬼面聖徒 鬼面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586716 悍卒 又見青山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6860 鋼鐵狂潮 大行者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586877 大唐風流 風回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586907 魔傳online. ver 2.5 游嘉月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6945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586952 斬風. 第三部 甲子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586990 吞天 奇禍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7027 骷髏魔導師 情終流水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7058 領主紀事. 第三部 紫淵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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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87096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587102 第五劫, 1, 不死城 慢旋律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7133 時之歌 天罪作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87140 終極搭檔 Phoenix Y作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87157 暴走之歌 醉琉璃作 2010-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587287 空賊王 九戈龍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7294 吞天 奇禍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7317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587324 領主紀事. 第三部 紫淵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7331 龍武士 晨雷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7355 骷髏魔導師 情終流水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587393 只有我知道的世界 御鬼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7409 只有我知道的世界 御鬼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7430 異化 憤怒的香蕉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7447 異化 憤怒的香蕉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7478 天劍歌 章渝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7492 鬼面聖徒 鬼面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587508 鋼鐵狂潮 大行者作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587515 瀆神者 毛天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7522 悍卒 又見青山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6815 大唐風流 風回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587546 大唐風流 風回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587553 大唐風流 風回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587591 怪物美眉 月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87638 天劍歌 章渝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7706 領主紀事. 第三部 紫淵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7751 骷髏魔導師 情終流水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587805 吞天 奇禍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7829 非人事務所 DARK櫻薰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7850 只有我知道的世界 御鬼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87904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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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587942 大唐風流. 第二部 風回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7959 大唐風流. 第二部 風回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7980 實習死神. 亡命．吾愛 平和万里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8055 悍卒 又見青山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8062 鬼面聖徒 鬼面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588079 異化 憤怒的香蕉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8086 異化 憤怒的香蕉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8116 第五劫. 2, 變種兵器 慢旋律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8154 大唐風流. 第二部 風回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88178 怪物美眉 月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88185 非人事務所 DARK櫻薰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8208 魔傳online. 番外, 魔法傳記 游嘉月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88291 冒牌大將軍 胖大將軍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88840 冒牌大將軍 胖大將軍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88369 領主紀事. 第三部 紫淵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8376 冒牌大英雄. 第二部 七十二編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2588383 人魚. 1, 不死藥 Schanger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2342 從我到我們: 海澤維克談海澤維克設計全紀錄 湯瑪斯.海澤維克(Thomas Heatherwick), 玫希.羅(Maisie Rowe)著; 林潔盈譯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352625 決鬥寫真論 中平卓馬, 篠山紀信著; 黃亞紀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694 噩夢少女 凱德兒.布雷克(Kendare Blake)著; 卓妙容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700 發現潔西卡之後...... 約翰.瑞克特(John Rector)作; 劉育林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731 逆向創新: 奇異、寶僑、百事等大企業親身演練的實務課,教你先一步看見未來的需求維傑.高文達拉簡(Vijay Govindarajan), 克里斯.特林柏(Chris Trimble)著; 陳亮君譯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2748 策略校準: 應用平衡計分卡創造組織最佳綜效 柯普朗(Robert S. Kaplan), 諾頓(David P. Norton)著; 高子梅, 何霖譯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2755 手繪世界建築結構之旅: 史上最有趣的導覽書,環遊世界一周學建築米榭.普洛佛斯特(Michel Provost)撰文; 路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762 最親密的陌生人 哈蘭.科本(Harlan Coben)著; 謝佩妏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786 可畏的敵手,韓國怎麼改變?: 崛起的真相和危機 小林英夫, 李光宰著; 邱麗娟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2809 觀看的實踐; 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全新彩色版)瑪莉塔.史特肯(Marita Sturken), 莉莎.卡萊特(Lisa Cartwright)著; 陳品秀, 吳莉君譯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6

送存冊數共計：316

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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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352816 聖潔之罪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作; 朱道凱譯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2823 脊椎健康就能全身健康!: 跟著體適能教練強化核心、端正脊椎,從此站更挺、坐更穩、走更遠,全身無病痛!臉譜製作小組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67677 地獄街殺人事件 小藤著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684 死亡隧道 最後陣地著 201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7691 美色病毒 夜不語著 201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7707 奪魂俑 羽嬛作 201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7714 人血湯 笑顏作 201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7721 藏情之碎月 蛾非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738 輪迴道 樓小蘇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745 追殺導遊之愛的大逃殺 旁白D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752 鬼說之索命同事 三生石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769 常醉侯 冷笑對刀鋒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776 紅葉村的吃人童話 醉琉璃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790 食人大廈 夜不語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806 毀心咒 隨風飛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813 藏情之訣塵 蛾非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820 琴弦上的守護神 蘇芸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837 人魚上將的婚事 琦琦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7844 人魚上將的婚事 琦琦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7851 海底迷城 麥潔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868 偷情竊意 墮小落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882 愛上,寂寞 Azure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899 後悔藥 易人北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905 白浪滔滔我好怕 俺爺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912 替天行道 艾可蝦球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929 契約男伴 攸晞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936 空城 衛風無月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2

鮮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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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967943 空城 衛風無月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7950 前世殺機 張遠光著 201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7967 陰陽路 璇兒著 201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7974 店長奪書記 久夜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981 駭客殺人事件 小藤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7998 猛鬼別墅 笑顏著 201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001 鬼遊戲 醉琉璃著 201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018 屍迷藏 最後陣地著 201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025 殺人預告 景風著 201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032 看見愛 飄飄熊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049 流年 衛風無月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056 流年 衛風無月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063 收妖師 凌厲風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070 撿到寶 梅香無音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087 命定要愛你 瑞迷生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094 渾蛋和笨蛋 伽藍雨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117 當狗愛上貓 Vainy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131 威武王妃 蝙蝠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148 蒼月無心 橙子雨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155 蒼月無心 橙子雨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162 種死人 水虹扉著 201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179 殺人娃娃 M. S. Zenky著 201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186 超凡契約 曉春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193 超凡契約 曉春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209 諧謔的康塔塔 Dnax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223 多情應在我之情歸天下 第八個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230 多情應在我之情歸天下 第八個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254 東京戀愛物語 米洛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261 撞到吸血鬼 源培西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278 花落未識君 塵印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292 鬼說之死亡巴士 三生石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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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968308 似是古人來 寒衣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315 似是古人來 寒衣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346 死者的校外旅行 最後陣地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353 多情應在我之緣來為情 第八個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360 多情應在我之緣來為情 第八個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377 格格520 迴廊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391 決戰惡鬼幫 傑克胡椒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407 奪魂教室 夜不語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414 殺人樂章 景風著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421 血色 笑顏著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438 鬼小孩 最後陣地著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445 亡靈海 月下桑著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452 死亡旅館 璇兒著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469 活動屍體 罪化著 201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476 幽靈館殺人事件 小藤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483 變異 典伊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490 活到死不如玩到死 空夢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506 活到死不如玩到死 空夢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513 犯罪線索 流光歲月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520 犯罪線索 流光歲月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544 癡心錯 塵色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551 蕩鬼 風似月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582 人形屋的藏屍遊戲 醉琉璃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599 望星辰之草原情殤篇 十世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605 望星辰之草原情殤篇 十世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612 華麗的獠牙 妖舟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629 機車告白之神鵰笨俠侶 喚兒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636 手機穿越之應召小巫女 喚兒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643 深白色的思念 披著人皮的企鵝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650 蒼白的血吻 妖舟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667 瘋狂導遊之時空大飆客 旁白D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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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968674 花嫁殺人事件 小藤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681 制服誘惑之執事 悠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698 反攻好忙 雷蒙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711 重返侏儸紀 月下桑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728 奢侈的擁抱 月亦微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735 往事不要再提 衛風無月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759 鬼戲子 水虹扉著 201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766 攝魂娃娃 璇兒著 201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773 索命頻道 M. S. Zenky著 201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797 冰屍盛宴 官辰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810 吃人迷宮 罪化著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827 倖存者 水虹扉著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834 死亡之蝶 M. S. Zenky著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841 血寶藏 最後陣地著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858 鬼畫筆 柳暗花溟著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865 消失的教室 月下桑著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872 枯井怨靈 景風著 2010-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8889 紅色沙漠 雅紀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8896 紅色沙漠 雅紀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919 狼邪 蛾非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8926 花放豔豔豔樓滿 俺爺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933 情醉 樓小蘇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940 戀上指尖 蛋蛋鼠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957 妄愛 范醒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964 悸動 出流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988 愛不記得我的你 夢若妍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8995 惡夜之湖 璇兒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008 愛陌生 Azure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015 蜥蜴派遣記 久夜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022 死神的空中遊戲 最後陣地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039 人魔恩典 官辰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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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005496 光明之章 圈圈貓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14812 地球人同居手冊 棄婦A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046 地球人同居手冊 棄婦A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053 豬力殿下駕到 俺爺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060 全職悍妻 萬小迷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077 長夢歸處 玄穹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084 求緣 十世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091 叛兄 冰島小狐仙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107 廢話先生 長霧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114 玻璃房的囚禁之夢 醉琉璃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121 霧之魔殺人事件 小藤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145 搶妻 辛酉亞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152 屍倌 冷笑對刀鋒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169 參謀的強攻之道 肉醬罐頭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190 食人者的呢喃 幽呼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206 網路美女之死 M.S.Zenky著 2010-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213 人皮娃娃 罪化著 2010-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220 殺人之舞 璇兒著 2010-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237 吸血鬼是大笨蛋 林佩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244 黑色的獨愛 妖舟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251 天界之章 圈圈貓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268 天界之章 圈圈貓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275 冤家 爆琦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282 國寶美公子 林海雪原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299 雲海囚心 蛾非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305 雲海囚心 蛾非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312 完美小廝 偷糖的狐狸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336 獨弦 蘇芸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343 仙界問情online 白鳳青鸞飛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350 仙界問情online 白鳳青鸞飛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367 風流寄微 徹夜流香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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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969374 風流寄微 徹夜流香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381 惡夢莊園 璇兒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398 鬼森林 罪化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404 瓶中鬼 最後陣地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411 火葬場 柳暗花溟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428 血腥殺機 景風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435 鬼樓 月下桑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442 1%的戀人 燃聿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459 戰慄童話 夜不語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466 惡人正義 官辰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473 絕命遊戲 M. S. Zenky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473 絕命遊戲 M. S. Zenky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480 BOSS天師 小丑魚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497 喂!喝果汁吧! 沃沃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503 天生殺手 Dnax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510 天生殺手 Dnax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534 法醫的祕密 情男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589 二少爺的華麗陷阱 藍旗左衽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602 網遊之殤 墨羽玦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619 網遊之殤 墨羽玦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633 血族的狩獵學園 最後陣地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640 死靈耳語 官辰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657 野狼宿舍之我不是小紅帽 喚兒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664 血色美人 安初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671 死亡動物園 璇兒作 2010-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688 橫死島 M. S. Zenky作 2010-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695 吃人屍體 慢慢俠作 2010-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701 靈武司兵器簿 紅淵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969718 鬼棲之窟 璇兒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732 太守伏狐記 二目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749 第三者 易人北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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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969763 枷鎖 沐九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770 枷鎖 沐九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787 完美悍妻 萬小迷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794 空中愛情管制 傑克胡椒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800 冤家,請你離開 楓葉牡丹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817 太蓉饕餮 玥天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824 重生之燈泡醜小鴨 棄婦A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831 重生之燈泡醜小鴨 棄婦A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848 鬼旅舍 笑顏著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855 鬼媒 柳暗花溟著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862 見鬼料理 最後陣地著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879 噬人公路 月下桑著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69886 分手橋の約會 深流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909 惡靈詛咒 夜不語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916 狐妖狂想曲 M. S. Zenky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923 王子的優雅逃亡 俺爺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930 等愛 寒月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947 等愛 寒月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954 藍魘 蘿依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961 藍魘 蘿依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969978 君無悔 默默竹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9985 救世主 易人北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69992 蘋果誘惑 林佩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009 魚美人 Zzz左右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078 起居注 寒衣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054 似曾相識 殘焱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047 放羊的孩子 Moleaf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030 惡魔的枕邊細語 久夜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023 Mr. christmas 西瓜精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085 驚恐旅社 慢慢俠著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092 殺人劇本 羽嬛著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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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40108 死亡派對 璇兒著 2010-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115 惡靈的陰間列車 最後陣地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122 血色糖果節 官辰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139 那年夏天,她和他和她 尾巴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146 鬼降頭 羽嬛著 2010-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153 鬼少女 驛寒著 2010-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160 代神村的神隱之謎 醉琉璃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177 公主的教育守則. Lesson 1, 天使?魔鬼? 凌亞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184 奪命遊戲 景風著 2011-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191 死亡問答 最後陣地著 2011-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214 鬼偶 笑顏著 2011-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221 致命遊戲 璇兒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238 淫獸 冷笑對刀鋒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245 九王爺娶親 Vainy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252 人魚上將的豔遇 琦琦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269 雞鳴狗盜 天使J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276 忘川 塵色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283 如果感到快樂你就跺跺腳 伽藍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290 著魔系列之天使心機 林佩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306 聞雪無雙 十世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40313 聞雪無雙 十世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40337 夫子,您且慢 衛紫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351 漂流信 披著人皮的企鵝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368 鬼附身 慢慢俠著 2010-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375 記憶愛 Azure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382 餓鬼搖籃曲 M. S. Zenky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399 執事的祕密外交 俺爺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405 永夜的緋戀 妖舟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412 金色的旋律 夏天晴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429 血瓷 驛寒著 2011-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436 貓屍人 Azure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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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840443 百骨之水 璇兒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450 地獄陰蜂 夜不語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467 救世主 易人北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40481 丞相別跑 梅香無音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504 網遊之殺陣 dnax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40511 網遊之殺陣 dnax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40528 伏誅 眉如黛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542 被遺忘的誓約 天娜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559 自以為愛 蛾非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40566 自以為愛 蛾非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40573 侍君之情動 清尊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580 幸福不錯過 勞人草草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40597 幸福不錯過 勞人草草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40603 Our World之貓之瞳 第八個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610 斷頭宿舍 三生石著 2011-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627 殺人鬼畫 慢慢俠著 2011-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634 養鬼殺人 羽嬛著 2011-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641 血人掌 驛寒著 2011-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658 圖書館的白夜驚魂 最後陣地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665 公主的教育守則. Lesson 2, 敵人?情人? 凌亞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672 38[]C的微熱 燃聿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40689 奪命病房 三生石著 2011-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40702 猛鬼淑女 小丑魚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60561 顯句論詮釋 月稱論師原著; 貢噶學珠仁波切譯著.講述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3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3

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7

送存冊數共計：265

薩迦貢噶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第 602 頁，共 617 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2644 飆創意、組樂高 賴基正, 劉威良, 江旻儒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2675 電影動畫工作坊: 底片.錄像.數位 羅比.安格勒作; 黃文怡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2682 HTML5從零開始: 前端開發完全入門 呂高旭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6249 你也是清毒高手 林麗蓉著 2012-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55755 醫.武.禪 雷煥璇作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55762 僵直性脊椎炎我戰勝了 黃瑞娟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5428 瑞雪兆豐年. 卷一, 沖喜做夫妻 谷幽蘭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435 瑞雪兆豐年. 卷二, 家運放光明 谷幽蘭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442 瑞雪兆豐年. 卷三, 夫君不出牆 谷幽蘭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459 三騙成妃. 卷二, 小三請接招 火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466 三騙成妃. 卷三, 妃來桃花禍 火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473 三騙成妃. 終卷, 尊榮甲天下 火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480 瑞雪兆豐年. 終卷, 糟糠千千歲 谷幽蘭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497 瑞雪兆豐年. 卷四, 身世大變天 谷幽蘭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503 瑞雪兆豐年. 卷五, 難為趙家媳 谷幽蘭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510 棄妃祕史 千尋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527 王爺的私房美人 千尋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558 東宮有本難念的經 夏初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75565 東宮有本難念的經 夏初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75572 天家嫡妻. 卷一, 一旨定終身 花如錦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589 綠葉皇后 寄秋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596 貴女換夫. 卷一, 腹黑小嫡女 碧蓮心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藍海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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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75602 貴女換夫. 卷二, 大宅新貴婦 碧蓮心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619 貴女換夫. 卷三, 就做醋缸妻 碧蓮心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626 貴女換夫. 終卷, 一孕定天命 碧蓮心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633 天家嫡妻. 卷二, 幫夫智多星 花如錦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640 天家嫡妻. 卷三, 嬌妻安宅計 花如錦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657 天家嫡妻. 終卷, 登堂當主母 花如錦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664 蓬門賢婦 芥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75671 蓬門賢婦 芥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75688 金鑲孀婦. 卷一, 典當王妃位 火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695 金鑲孀婦. 卷二, 皇家金媒婆 火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701 禍水嫡女 碧螺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75718 禍水嫡女 碧螺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75725 金鑲孀婦. 卷三, 為夫宮心計 火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732 金鑲孀婦. 終卷, 御賜鳳凰命 火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749 不老皇妃 桃妖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75756 不老皇妃 桃妖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75763 寒門勝女. 卷一, 犀利下堂婦 谷幽蘭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770 寒門勝女. 卷二, 生財女東家 谷幽蘭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787 寒門勝女. 卷三, 良人來護花 谷幽蘭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794 寒門勝女. 終卷, 賢妻金不換 谷幽蘭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800 至尊萌寵: 愛妃的寵夫 深白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75817 至尊萌寵: 愛妃的寵夫 深白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75824 過妻關: 名媛待嫁. 卷一, 女兒難 碧蓮心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831 過妻關: 名媛待嫁. 卷二, 婚事難 碧蓮心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848 過妻關: 名媛待嫁. 卷三, 掌家難 碧蓮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855 過妻關: 名媛待嫁. 終卷, 白首難 碧蓮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862 望族福星. 卷一, 篡位小主母 花如錦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879 望族福星. 卷二, 內宅大掃毒 花如錦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909 秀女點夫 和風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75916 秀女點夫 和風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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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6858 從人道到天道: 儒家倫理與當代新儒家 黃慧英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916 生活錦囊<>生活指引看易經 陳永錫作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267923 8x8玄妙的64卦 陳永錫作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8589 組織行為(精華版) 戚樹誠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18602 醫療社會學 William C. Cockerham原著; 何斐瓊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8619 團體工作實務 三版 Ronald W. Toseland, Robert F. Rivas著; 莫藜藜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18626 會計學習題解答: 最新IFRS及我國財報編製準則劉玉琴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18633 社會工作管理 黃源協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5005 暢遊西班牙15日必備之字彙與句子 林姿如, Miguel Rubio Lastra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31635 歷史. A 張秀娟, 蘇杏宜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1642 生涯規劃 鄭德芳, 蕭雅瑛, 陳麗悧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1659 歷史. B 張秀娟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

豐德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謳馨

送存冊數共計：1

豐達生活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46

鵝湖月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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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931666 公民與社會. A 陳雅玲, 馬瑞聲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1673 地理. I 陳玲琴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1680 普通高級中學體育. 第一冊 陳建森等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1697 職業學校一般科目藝術領域音樂 楊雅惠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1703 職業學校一般科目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 I 李昭慶等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6946 狼親狽友之藏蛇臥鼠 恩顧作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6977 狼親狽友之禍害橫行 恩顧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065 小受殿萬萬歲 海茉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072 狼親狽友之飛來橫愛 恩顧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188 婚後再愛 朱輕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270 和總裁同居的日子 憶錦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37379 狼親狽友之欺師盜愛 恩顧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409 我的皇后前傳 謝樓南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485 童女半生不熟 倪淨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237522 冷宮帝姬 玄月兒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37539 冷宮帝姬 玄月兒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37546 沉香豌 步微瀾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37553 沉香豌 步微瀾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37577 君生我已老 愛爬樹的魚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37584 君生我已老 愛爬樹的魚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37591 青山依舊笑春風 安思源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37713 難纏大俠倒楣神醫 伊依軒主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737 小受殿萬萬歲 海茉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918063 狠親狽友之風流罪過 恩顧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18209 小受殿萬萬歲 海茉作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713118 狼親狽友之情毒難戒 恩顧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13200 捉姦在床 青瓷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藍襪子

送存種數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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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713293 喪家之犬 七弦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13729 仇人眼裡出西施 何舞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50362 君無床夫 海茉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843 仗勢欺君 青瓷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843 仗勢欺君 青瓷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7867 天賜良夫 墨黑花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107 逗妳上了癮 凌兮兮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121 玩妳上了癮 凌兮兮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152 淑女賴上身 唐雅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169 非正當關係 唐雅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176 家醜不外揚 唐雅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237 江湖不像話 安思源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0244 江湖不像話 安思源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0497 假裝曖昧 清楓語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0367 夜襲 墨黑花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381 總裁行不行 伊方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398 家有惡妻不懂事 姚瓔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428 南街的糧油雜貨店 冷扇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466 通緝未婚妻 安靖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480 莫笑我胡為 荀九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5199 從講習所到研究院: 國民黨的幹部訓練. 1924-1953馮啟宏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205 古典小說中的帝王書寫研究: 以創業、宗教、宮闈為主的考察張清發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236 西班牙語商用字彙與對話語句 王鶴巘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243 文學鑑賞與教學創新論文集 王翠芳等合著; 鄭瓊月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250 城鄉關係理論與教育 陳坤宏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267 運動英語 黃明燕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274 區域經濟發展管理: 臺商投資與廣西北部灣招商策略轉型探討潘連鄉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42

麗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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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485281 在荒原上唱歌劇: 文創產業入門 孫瑞穗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311 大陸學生臺灣緣: 陸生的臺灣成長記憶 楊景堯主編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85328 住宅及不動產資訊規劃 賴碧瑩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014 應用文(精簡本) 謝金美著 2013-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7485342 領導學: 理論與實務 蔡培村, 武文瑛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359 古典文學精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大學國文選編輯委員會編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485366 設計的感性意象研究 蕭坤安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85380 未來的基因體醫療: 從基因標靶藥物,到實現個人化醫藥中村祐輔原作; 張偉嶠, 歐陽蓓編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397 科大國文選 王淑蕙等編篡; 康雲山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410 大學文學漫步 僑光科技大學國文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427 王弼的經典詮釋: 以無為本的玄理思想 劉昌佳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434 性別平等教育論文集 張治遙等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3782 日治以前二層行溪流域漢人移墾的研究 吳遐功作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3904 走!到民間去 江寶釵主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01616 集契集 汪怡, 董作賓撰 2013-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201623 孔壁遺文論集 季旭昇主編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7809 在Berkeley遇見正義之師 程孝民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4036 去遠方長大: 親子單車行 彭凌雲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043 驚異!世界史: 恐怖神祕組織 樊維佳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繪虹企業

送存冊數共計：21

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曠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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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34050 走跳東京!爽到翻的另類享樂小旅行: 史上最奇怪又最實用的東京旅遊攻略本諦帕恭.武提皮塔雅蒙空(Teepagorn Wuttipitayamongkol)作; 張儀欣譯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067 瘋韓語 文秀等撰稿 2013-05-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5834074 60道好滋味の夏日微酸料理: 美肌、排毒、燃脂、抗老化!岩崎啓子著; 羅怡蘋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081 驚人の糖尿病超特效飲食: 吃好每日3頓飯,4週血糖一定降向紅丁, 張曄, 成向東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111 讓死者閉眼 劉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135 全步驟、超圖解，回眸率100%的超搶眼速效彩妝: 只要3分鐘!馬上就學會美型社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159 自由之丘超人氣蛋糕捲,輕鬆在家做 辻口博啟著; 羅怡蘋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4585 就是愛手作皮革小物 林冠秀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592 輕鬆做天然液態皂 甯嘉君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608 愛上療癒系手作絨毛小物 江晏湄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4206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8944213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8944220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8944244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8944251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8944268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第1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6909 人之初老 謝霏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爆笑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羅倫斯生活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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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69823 破解腦電波: EEG教材 關尚勇, 林吉和編著 2013-04-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6169847 分子輻射生物學 Eric J. Hall, Amato J. Giaccia原著; 洪世凱, 黃正仲主譯2013-09-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576169854 植物生理學 潘瑞熾主編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0810 山川蒙養20年: 山藝術文教基金會與它的川美藝術收藏趙力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0902 戰後臺灣美術史 蕭瓊瑞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0926 杜布菲: 反美學的現代藝術大師 李依依編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0933 陳澄波全集. 第二卷, 炭筆素描、水彩、膠彩、水墨、書法蕭瓊瑞總主編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0957 00年代畫家選 張晴文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0964 德尼: 納比派繪畫大師 鄧聿檠編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0971 臺灣傳藝全集. 第1卷: 廖慶章 蕭瓊瑞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0988 雪域.淨土.紅塵 韓書力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0995 陳澄波全集. 第五卷, 速寫 蕭瓊瑞總主編 2013-10-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821008 尋寶古董民藝直擊歐亞市集: 鎏金歲月的生活美學莊仲平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015 丁格力: 總體藝術大師 何政廣主編; 李依依編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022 徐悲鴻繪畫全集. 3, 中國水墨作品 王庭玫主編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21039 藝術理論入門 理查.奧斯本(Richard Osborne)著; 吳礽喻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046 巴瑪扎西水墨畫集 王庭玫主編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1053 班尚: 美國社會寫實畫家 皮瑞斯柯等撰文; 侯芳林, 朱燕翔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060 我看故我在: 楚戈藝術評論集 楚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107 曼生與曼生壺 黃振輝編著 2013-09-00 增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2821114 陸潔民藝術收藏投資六講: 收藏是深度的欣賞 投資是深度的收藏陸潔民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121 陳年茶運 池宗憲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138 新娘禮服傳統與演變: 臺灣婚禮老照片紀事 陳秋瑾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145 夏爾丹: 反映真實生活的寫實畫家 何政廣主編; 鄧聿檠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152 打狗.身世: 張啟華 徐逸鴻繪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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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834 趙澤修水彩畫 趙澤修繪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8517 木: 懷德居. 2010 郝美玫主編 2010-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4862 清風明月心 王文呈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3

9789868065314 關懷生命系列講座 王文呈著 2009-04-00 初版 平裝 3

9789868065321 行者的語花 王文呈講述; 金極雷藏寺編輯組編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3

9789868065338 行者的語花 王文呈講述; 金極雷藏寺編輯組編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3

9789868065345 心窗下的透明世界 王文呈講述 2010-11-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4319 史上最強氣質美人妝: 愛美無罪,青春無敵,99%男生都心動!梵緯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4487 經痛腰痠手腳冰通通再見の月經美人骨盤操: 做對1個動作,每個月都順暢!99%難以啟齒的「女人病」,全部輕鬆搞定!長谷川淨潤作; 王淳蕙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444722 便秘、腸癌、胃食道逆流通通再見の顧腸胃天然飲食: 權威醫師的「7天自然清腸法」!林青穀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444739 讓氣血阻滯的身體快.輕.鬆!驚人の足療對症按摩簡綉鈺著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4

寶瓶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寶佳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5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22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懷德居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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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96485 騎士 羅浥薇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004 傾聽鐘聲響起 自得法師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5338 百善孝為先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8381 陰陽侍 魚璣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8308398 殺手行不行. vol.2, 卡通手槍 天下無聊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4007 織女. 卷一, 百瘴之夜 醉琉璃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4014 織女. 2, 妖花絢爛 醉琉璃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4021 殺手行不行. vol.3, K歌之王 天下無聊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4038 織女. vol.3, 無名神 醉琉璃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4045 殺手行不行. vol.4, 虎假狐威 天下無聊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4052 織女. vol.4, 迷走大樓 醉琉璃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4069 傭兵公主 香草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714076 傭兵公主 香草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714083 傭兵公主 香草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714090 織女. vol.5, 真實與虛妄 醉琉璃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015 織女. vol.6, 黑暗的呢喃 醉琉璃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008 殺手行不行. vol.5, 全面失控 天下無聊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022 傭兵公主 香草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87039 傭兵公主 香草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華山寶山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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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987046 傭兵公主 香草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87053 織女. vol.7, 鏡花水月 醉琉璃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060 殺手行不行. vol.6, 英雄不再 天下無聊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077 織女. vol.8, 千年結 醉琉璃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084 東陸記. 1, 混血祭司 倚華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091 織女. 番外, 夏日騷亂 醉琉璃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107 奇幻旅途 可蕊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987114 奇幻旅途 可蕊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987121 奇幻旅途 可蕊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987138 傭兵公主. 番外 香草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145 懶散勇者物語 香草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7152 殺手行不行. vol.7, 零的心跳聲 天下無聊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169 懶散勇者物語 香草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7176 東陸記. 2, 白蛇封印 倚華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183 懶散勇者物語 香草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87190 奇幻旅途 可蕊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987206 懶散勇者物語 香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87213 天夜偵探事件簿 米米爾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987220 神使繪卷. 1, 夜祭與山神歌謠 醉琉璃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237 懶散勇者物語 香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87244 懶散勇者物語 香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87251 神使繪卷. 2, 百魂妖怪與貓男孩 醉琉璃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517 珍愛夢公園 夏儂.海兒(Shannon Hale)著; 柯乃瑜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4524 愛麗濕夢遊仙境 米蘭達.杜川普(Melinda DuChamp)著; 黃民燁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38

魔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攝影家手札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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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0310 駕馭數位單眼相機 王傳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7957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基礎篇 千早編著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27964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薏偉編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27971 票據法文章速覽 Yuki編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27995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 下 植憲編著 2013-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93005 這是一本保險法解題書 珍秋, 筱正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012 這是一本物權法解題書 路易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029 好齊*好多!總複習: 律師、司法官第一、二試. 2013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067 民法概要 蔡志雄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074 植憲的憲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081 好用!解題書: 律師、司法官第二試. 2013 讀享數位文化有限公司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0808 考考看,誰是數學天才 戴光儀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815 猜猜看,誰是推理高手 葉嘉文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822 比比看,誰是益智冠軍 陳世函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839 玩玩看,誰是心理測驗專家 李威慶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853 後宮職場生存術 葉楊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976 大智若愚 雪原雪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983 我已經忍你很久了: 我就是教你混社會 張振浩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037 超恐怖的人性心理學 周旻憲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051 不要再逼我了: 人若犯賤,我必更賤! 張振浩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068 希臘神話故事 伊諾克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075 最受歡迎十二星座愛情大PK 六分儀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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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08082 真黃傳: 史上最矯情的笑話王 審桂仁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099 令全世界女人都為之瘋狂的愛情心理測驗 艾莉絲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105 我是,(喇低賽專用)的腦筋急轉彎 丁曉宇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112 生活就像一條內褲,什麼屁你都得接著 沈璿如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136 老娘跟你拼了!: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張振浩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181 深層讀心術: 從想法觀察人心 戴志羽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198 你還不懂的處世心理學 周旻憲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204 需要的不是運氣,而是勇氣! 沈璿如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211 微歷史: 世界名人經典小故事 吳明山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3352 夢境闇影 C.羅伯.卡吉爾(C. Robert Cargill)作; 傅凱羚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3369 搶神大作戰 伍兩柒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3376 追捕銅鑼衛門: 謀殺在雲端 寵物先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3383 全都藏好了 薇比克.羅倫茲(Wiebke Lorenz)作; 賴雅靜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1041 動物派對 Dylan Thomas作; 張孟涵繪圖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1058 史酷特.史考特 Dylan Thomas作; 張孟涵繪圖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9033 當醫美女王碰上臺灣廚神: 美容美食365 黃美月, 施建發作 200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9057 醫師教妳吃出健康美麗 朱志凱作 2010-06-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體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0

讀癮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蘿拉美語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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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4118 遲來的道歉 易小歡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125 貧窮貴公子 小柚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132 一本書讀完義大利歷史 邢豔編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149 睡在雞舍的男孩 余益興作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156 交換媽媽 徐瑞蓮作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163 追風的小孩 尋著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170 我的爸爸真大偉 小柚著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187 我是大小姐 徐瑞蓮作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194 暴走雙胞姊妹花 小艾作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200 11歲的夜市人生 易小歡作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0520 技術論壇. 2012 陳家瑞主編 2011-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1567 中文學習心法十五招: 聽說讀寫 劉運同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598 繁花不落: 紀念司馬笑 藍明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628 日落時候想唱歌: 阿米中英圖畫詩集 阿米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680 戀愛得自由 蔣濤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703 捕捉生活中的美 林加春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710 圖解旅館英文詞彙: 一本餐旅科系學生必備的實用工具書張雅端等合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734 有話想對孩子說 鐘友聯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758 伊朗15天小旅行 曹嘉芸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麟瑞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驛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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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3204 天星照路 陳金順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0551 懺願室文集 祥雲法師著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8240551 懺願室文集 祥雲法師著 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9495 我要向高山舉目: 讚美之泉合唱鋼琴譜. 3 游智婷總編輯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8931503 把冷漠變成愛: 讚美之泉兒童敬拜讚美專輯. 4 游智婷總編輯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8931510 從心合一 : 讚美之泉敬拜詩歌本. 18 游智婷總編輯 2013-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7068 水晶宮遊記 無極證道院.武廟明正堂著 2013-09-00 再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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